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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集的文献史

刘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东方朔是汉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学史书写均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既需要

梳理它的研究史，也客观要求转换视角，延伸东方朔研究的视界。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念，釐分为作者即史

传与作品，制作者即作品集的编撰与流传，读者即作品集的阅读理解这样三个层面，勾勒东方朔集的文献史。但

这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文献研究范畴，而是基于作者、制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互动的文学交流和对话，本质上是在

书写广义范畴的东方朔的文学史。

关键词：东方朔集；制作；流传；阅读；理解；文献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2）01-0001-10

收稿日期：2021-06-14

作者简介：刘明（1981—），男，山东章丘人，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从事版本目录校勘学、古籍整理与汉魏六朝集部

                   文献研究。

① 关于东方朔籍贯的讨论，详见王继坤、栾文通《东方朔故里考辨》，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34-37页。

②《史记正义》云：“《舆地志》云：‘厌次，宜是富平县之乡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仓州阳信县东南四十

里，汉县也。’”认为厌次今属阳信县，当本自于此。

③“曼倩”是“汉代齐鲁地区对男子的一种美称”，“大高个，且才智出众的男人”，参见仓庚《“曼倩”杂说》，载《中国典

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第112页。

东方朔是汉代文学史必然述及的一位作家，有

评论者将其视为“在西汉历史上的位置应该是一位别

具一格的文学家”[1]66。如他创作的《答客难》源出战

国诸子的驳论之文，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对后世

产生了一定的文学影响。当然也有平庸的作品如《七

谏》，“因袭楚辞，无甚特色”[2]146。东方朔的文学创作

呈现出因袭与创新兼具的特点，再加上他指意放荡、

滑稽调笑的言辞风格，确实在西汉作家里独具特色。

东方朔的“别具一格”还体现在汉代当时就出现伪托

东方朔的行迹、传闻和作品等。《汉书•东方朔传赞》

即称“后世多传闻者”，“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

朔”，故班固在《汉书》中为东方朔立传，意在廓清

“真实”的东方朔。本传中载录了可信以为据的东方

朔作品，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别集”的功能。自《隋

志》著录东方朔集始，至明人重编各本朔集，可以说

本集又成为东方朔作品的载体。作品集是窥探东方朔

文学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但里面所收的作品却是真伪

杂糅，需要加以辨析，凸显班固《汉书》东方朔本传

的意义。不管是东方朔的单篇作品还是集子，其流传

又从侧面印证了阅读史视域里的东方朔影响力，故考

察东方朔及其作品的阅读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有鉴

于此，以东方朔集为轴，从史传、作品、作品集的制

作与流传，以及作品（集）的阅读与理解等方面，勾

勒东方朔集的文献史，实际上也是在书写他的文学

史。

一、东方朔的史传与作品

东方朔的籍贯，褚少孙所补的《史记》朔传泛言

“齐人”，《汉书》本传则称其为“平原厌次人也”。

平原厌次的地理位置，晋夏侯湛《汉太中大夫东方

先生画赞拜序》称“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

又为郡人焉”，又唐颜真卿《汉东方朔先生画赞碑阴

记》称“故厌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县东北二十里”。

其对应今之行政区划，主要有三说 ①：今山东德州

陵城区（前陵县，属德州），具体在该区的神头镇；

今山东阳信县（属滨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编《中国文学史》持此说②；今山东无棣县（属滨

州）。学界一般认为在陵城区，可以作为结论写到文

学史教材里。《汉书》本传还载有东方朔字曼倩③，史

料细节较褚少孙补《史记》朔传为详。

至于东方朔的生卒年，生年有景帝前元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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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和文帝后元三年（前161）两说。前者的依据

是《洞冥记》称“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时景帝三年

也”。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及袁行

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均持此说，但有意见认为该记

载并不可靠。后者的依据是《汉书》本传称“武帝初

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朔初来，

上书曰……”按《汉书•武帝纪》云：“建元元年（前

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认为东

方朔恰在此年上书，而自称“年二十二”，依此上推

得生年在文帝后元三年。如龚克昌《东方朔评传》、

傅春明《东方朔作品辑注》等均持此说。刘跃进认

为《洞冥记》的记载：“虽不可全信，但也去事实未

远”[3]108，因为武帝征召贤良除建元元年一次外，还

有元光元年（前134）一次，若依元光元年上推生年

在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与《洞冥记》所称不过相

差一年。但建元三年（前138），东方朔已作《谏起上

林苑》，故征召上书只能是在建元元年，从而断定生

年在前161年。而卒年一般系在太始四年（前93），

依据是司马迁在此年所撰的《报任安书》中提及《史

记》初创，而桓谭云“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

（《史记索隐》）。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

史》即取卒在太始四年，但这只能说此年东方朔还在

世。有学者推测东方朔卒在元封三年（前108）前后
[3]179，或卒在约前87年（武帝后元二年）[4]73-74，龚克

昌定为前88年（武帝后元元年），袁行霈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则称以卒年不详①，限于目前能够掌握到

的材料，卒年问题似很难有确论。

东方朔的生平事迹，可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即褚

少孙所补的《史记•东方朔传》与班固所撰的《汉

书》本传（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司马迁《史记》

设立“滑稽列传”，但未立东方朔小传，甚至在《史

记》全书里无一言提及东方朔。褚少孙补《滑稽列

传》云：“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

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5]3203 

遂 列 朔 传 。 褚 少 孙 补 东 方 朔 传 的 材 料 来 源 ， 即 所

谓的“外家传语”，《史记索隐》称“即史传襍说之

书 也 ”。唐 初 以 来 流 传 有《 东 方 朔 别 传 》， 该 书 与

《汉书》东方朔传的关系，姚振宗称：“东方朔事，

与《汉书》互有同异，似即本之《别传》。”[6]5355逯

钦立还进一步认为：“窃谓《东方朔别传》，本出西

汉，即当时所谓‘外家传语’者，班固《汉书》朔传

即已钞而录之，而钞录之迹，犹可窥见。”[7]42此说有

一定的启发性，但也不完全切实可靠。《汉书》朔传

称“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即东方朔的史料

主要依据了刘向《别录》；但班固《东方朔传赞》同

时又称向“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说

明《别录》的记述仍难免有传闻异辞，具有别传的

色彩。这些所谓的传闻性记述，并不意味着当时已

经有《东方朔别传》，即便有此类别传性质的著述也

不见得就是《东方朔别传》。因为该书大约为南朝时

人所编，似非褚少孙、班固所据之“别传”，其史料可

信度自然难以与《汉书》本传及《别录》相比②。整

体而言，褚少孙和班固笔下的东方朔的两种史传，

既有难免的虚构史笔，也有可传信的史料，这是由

他“箭垛式”人物的性质所决定的③。故东方朔的传

世作品也就存在真与伪的差别，大致包括可确信之

作、托题伪作以及不容易确定真伪之作这样三种情

况。或称：“凡属正史、文集所集材料和作品，除有

充分依据以指实其伪者，暂且一概作真品对待。”[8]1

《史记》及《汉书》本传作为判断作品真伪性的第一

手材料，毋庸置疑；但又将后人重编的东方朔集视

为作品可靠性的依据，则不尽然。兹即结合明清人

辑录的东方朔作品篇目，通过对读两传，梳理东方

朔的生平及可确信为其作品的作年。

根据明康丕显刻本、张燮辑刻本朔集以及清严

可均辑录的东方朔文，其作品之目为：《七谏》《据

地歌》《诫子诗》《柏梁诗》《应诏上书》《谏起上

林苑》《谏止董偃入宣室》《临终谏天子》《劾董

偃罪状》《与公孙弘书》《与公孙弘借车马书》《与

友 人 书 》《 侏 儒 对 》《 化 民 有 道 对 》《 剧 武 帝 对 》

《剧群臣对》《伯夷叔齐对》《善哉瞿所对》《上天

子 寿 》《 上 寿 谢 过 》《 割 肉 自 责 》《 答 客 难 》《 答

骠骑难》《旱颂》《非有先生论》《嗟伯夷》《十洲

①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皆不标注东方朔的生卒年。傅春明也

称“卒年不详”，并推测“大约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后”，参见《东方朔作品辑注》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页。

②《隋书•经籍志》著录《东方朔传》八卷，当即《艺文类聚》、李善注《文选》及《太平御览》等所引者，亦应即颜师

古注《汉书》提及的《东方朔别传》，但此《东方朔别传》不见得就是褚少孙、刘向和班固等所见的当时流传的别传面貌。逯

钦立将之视为西汉时流传的别传，恐非事实，颜师古注也已明确称“《东方朔别传》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实事也”。

③ 文学史家称：“东方朔在汉朝曾经成为民间传说中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

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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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序》《宝瓮铭》《隐真论》和《东方朔占》，另有

辑录的残句①，总为三十篇（以下述及各篇，凡不见

于本传者皆予以标记出处），真伪混杂，需要逐篇釐

清。

东方朔的行迹，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自 建 元 元 年 至 二 年 （ 前 1 4 0 — 1 3 9 ） 为 第 一 阶 段 ，

这是东方朔初入仕，创作以“口谐倡辩”和“高自

称誉”为主的阶段。按《汉书》本传，建元元年武

帝诏举贤良，东方朔上书即今朔集所收的《应诏上

书》。《应诏上书》是研究东方朔家世、早年生活和

思想构成的唯一作品，可以看出他“学属杂家，语言

夸饰，自命不凡，有战国策士遗风”[9]1。这恰符合丞

相卫绾所奏的“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

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故武帝令东方朔

待诏公车。《史记》本传则称：“朔初入长安，至公

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

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

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此与《汉

书》所载有异，《汉书》称朔先待诏公车，次“待

诏金马门，稍得亲近”，然后才是“以朔为常侍郎，

遂得爱幸”。据《汉书》本传，东方朔在待诏公车期

间，创作有《朱儒对》；拜郎之后又作有《割肉自

责》，时约在建元二年间，《史记》本传称“时诏赐

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衣尽污”，可与

该文相印证。

自建元三年至太初四年（前101）为东方朔的第

二阶段，是他积极谏政而意欲有所作为的阶段。建

元三年，武帝欲起上林苑，东方朔进谏即朔集所载

的《谏起上林苑》，且因奏《泰阶》之事，而任为太

中大夫、给事中。此后因武帝赦免昭平君死罪，而

作有《上天子寿》和《上寿谢过》，由庶人复为中

郎，时或在建元、元光之际。元光六年（前129），

窦太主夫陈午卒，太主私通董偃，朔又作有《谏止

董偃入宣室》与《劾董偃罪状》。据《汉书•枚皋

传》，朔在元朔元年（前128）又创作有《立皇子禖

祝》和《皇太子生赋》两篇（当即《汉书》本传中

的 《 皇 太 子 生禖》，合 此 两 者 为 一 篇）。之 后 还 作

有《与公孙弘书》（载《初学记》《太平御览》）和

《与公孙弘借车马书》（载《艺文类聚》）两篇，印

证了他与公孙弘的交往。前篇创作于弘任御史大夫

期间，即元朔三年至四年（前126—前125），时朔

任中郎。后篇中有云“朔当从甘泉，愿借外厩之后

乘”，按《武帝纪》行幸甘泉在元朔四年冬，傅春

明称：“公孙弘自元朔三年擢御史大夫，到元狩二年

卒，约五年中，武帝大幸甘泉，据史书记载只此一

次，所以确证此《书》写于元朔四年冬。”[9]12期间，

朔还作有《剧武帝对》与《剧群臣对》两篇。前篇

中有“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句，按

《武帝纪》称“（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

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

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

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

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

弟子员，学者益广。”推断此篇即应作于元朔五、六

年间（前124—前123）。后篇之作，缘起于武帝问朔

云：“方今公孙丞相……司马迁之伦……先生自视，

何 与 比 哉 ？ ” 按 公 孙 弘 卒 于 元 狩 二 年（ 前 1 2 1 ），

则朔该《对》当至迟作于是年之前。另外，康丕显

刻本朔集还收有《伯夷叔齐对》和《善哉瞿所对》

两 篇 ， 均 见 于 《 太 平 广 记 》 ， 疑 出 自 《 东 方 朔 别

传》。故此两篇虽见载于明人编本集子里，应当视

为伪作。

至元狩年间，据《史记》记载，东方朔有辨驺牙

事，且称：“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

降汉。”按《武帝纪》，混邪王来降在元狩二年（前

121），则此事发生在元狩元年（前122）。期间还作有

《答骠骑难》（载《艺文类聚》），骠骑即霍去病。据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霍去病任骠骑将军

在元狩二年，元狩六年（前117）卒，则该篇当即作于

此时期内，或认为：“当在元狩四年到六年之间。”[9]14

元封元年（前110），朔谏止武帝求蓬莱仙事。元封间

作《旱颂》，按《汉书•郊祀志》称：“武帝元封二年

（前109）旱，乃祷万里沙”，“三年夏旱，其令天下

尊祠灵星焉”，则《旱颂》（载《艺文类聚》）当即

作于元封二年至三年间②。王嘉《拾遗记》载有朔作

《宝瓮铭》，按《武帝纪》称：“元封五年（前106）

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如此

《铭》可靠，则当即作于此年。至太初二年至三年间

刘  明：东方朔集的文献史

① 如“海水暴竭，黄鸟宿渊”（《汉武帝内传》）、“凌山越海，穷天乃止”（《文选•海赋》李善注引东方朔对诏）及“合樽

促席相娱”（《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东方朔六言诗）等残句。

② 该《颂》存在与贾谊《旱云赋》相近同的文句，赵逵夫认为：“其摘录而作东方朔者，或是窜乱误署，或是作小说者有

意摘之归东方朔，以助谈资。”参见《汉晋赋管窥》，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从东方朔《七谏》的创作来看，他善

于模拟，不排除是据贾谊赋的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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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3—前102），朔作有《化民有道对》 ①，提出

“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

也”。其它的作品如《七谏》（载《楚辞》）可能也是

创作于该阶段，或认为：“创作时间当在他晚年期前

阶段，约六十五岁之前，五十八岁之后。”[9]52总起来

讲，东方朔在该阶段的创作，虽不乏诙谐调侃，但多

直陈时事，以讽谏为主：一类是针砭时弊的劝谏，如

《谏起上林苑》，《汉书》本传评价道：“朔虽诙笑，

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10]2860 另一类

则是对权贵阶层的嘲笑讥讽，如《答骠骑难》，委婉

地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现象的憎恶。

大概自天汉间至东方朔卒，为他人生的最后阶

段，也是他建功立业的理想破灭而思想趋向消极的

阶段。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他的最为重要的两篇

作品《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一般认为即创作

于此阶段内。《汉书》本传云：“朔尝至太中大夫，

后 常 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

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

欲求试用。”[10]2863-2864 结果是“终不见用”，于是“设客

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而作有《答客难》。该篇的

创作时间，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或系在元狩四年（前

119）（参见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或系在

元朔五年（前124）（参见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

潮》），或系在太初元年（前104）至天汉元年之间（参

见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在《史记》中，褚少孙

的安排是将该篇置于元狩元年获麟命东方朔辨认之

事以前，则似应作于该年或之前。但在《汉书》中，

班固的安排则是置于司马迁“奉使方外后”久之。按

司马迁西征在元封元年归，则又似乎作于是年之后。

傅春明认为：“《答客难》应写于他五十八岁以后，

六 十 五 岁 以 前（ 即 公 元 前 1 0 3 年 到 公 元 前 9 8 年 之

间）。”[8]30《答客难》可能是东方朔晚年阶段的作品
②。《非有先生论》也大致创作于《答客难》前后③，

有学者据文中“行此三年……麒麟在郊”之语认为是

影射元狩元年获白麟之事，故系在元朔四年[11]58。也

有系在元封元年至天汉元年之间的意见[12]69，还是将

之视为晚年之作为宜，是东方朔自己政治理想的总结

之作。此外的《嗟伯夷》（载《北堂书钞》）《据地歌》

《临终谏天子》和《诫子诗》（载《艺文类聚》，《汉

书》有部分文句）也是晚年之作，惟《嗟伯夷》不见于

《汉书》朔本传④。还有一篇《与友人书》，或认为：

“应作于东方朔晚期（五十八岁，前104）对政治前

途完全失望之后。”[9]20 但此篇见于《历世真仙体道通

鉴》，明显属伪托之言。与之相近似的《十洲记序》

《隐真论》和《东方朔占》三篇，也都是托题之作。

争 议 比 较 大 的 是《 柏 梁 诗 》。《 东 方 朔 别 传 》

云：“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

为七言者，乃得上坐。”但据《武帝纪》，柏梁台作

于元鼎二年（前115）。《柏梁诗》的真伪，自顾炎武

至今人游国恩、逯钦立和余冠英等皆有辨析（不赘

述），大致说来包括两种意见：一是属后代伪作，将

作品的时代及柏梁台联句事的真实性均加以否定；一

是属汉代作品，但不一定是柏梁台联句之貌，而是出

自汉人的拟作。以认为汉人之作为例，孙正军根据

诗中对大鸿胪职掌的叙述认为产生于西汉末年之后
[13]30，郭永秉则认为是西汉中期京畿地区闾里书师编

写的作品[14]47，被附会为东方朔之作且与武帝时柏梁

台联句发生关联，而收在《东方朔别传》里。除上述

胪列作品之外，《汉书》本传称还有“《封泰山》《责

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

乐观猎赋》，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

等作品，其中《封泰山》至《平乐观猎赋》六篇今

已不传，“八言”“七言”之类的诗作也不传，惟《文

选》李善注《蜀都赋》引有“东方朔六言诗”残句，

姚振宗据此认为：“八言疑六言之讹。”[6]5671又《文心

雕龙•书记》称朔有难公孙弘之作，王延寿《梦赋

序》、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称朔有骂鬼之书，均

不详。以上就是东方朔（或托题）传世作品的整体情

况，相关研究可详参傅春明的《东方朔作品辑注》及

李江峰《东方朔作品考》⑤。

二、东方朔集的制作与流传

东方朔的作品编为集子始自何时，既关系着朔

① 傅春明据《汉书•武帝纪》称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始建建章宫，太初四年（前101）又建明光宫，认为该文中只提到

“图起建章”，则当作于筹建明光宫之前，而在建章宫竣工之后，故定为作年为太初二至三年间。参见傅春明《东方朔作品辑

注》前言，第37页。

②《汉书》所载的《答客难》无“积数十年”四字，且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似又应作于建元三年之前，此暂以

属晚年之作予以考察。

③ 傅春明称：“大体与《答客难》相仿佛。”参见《东方朔作品辑注》前言，第31页。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该篇视为诗作而收录。

⑤ 李江峰.《东方朔作品考》，载《古典文献研究》第8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1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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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早期流传情况，也有助于考察别集编纂的起源，

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褚少孙补《史记》朔传载

录所撰的《据地歌》《答客难》和《临终谏天子》，

表明所依据的东方朔材料包含一定数量的作品，作品

也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流传。但这些作品是单篇形态，

还是编定在一起的作品集形态，不太容易判断。根据

汉代史料所见到的集子编撰的记载，西汉时期应该尚

不具备编作品集的意识①。但姚振宗根据《汉书》本

传“凡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提出刘向编有朔集的观

点，且认为是别集的滥觞，云：“《七略》《别录》载

有朔集审矣，其文诸体皆有明，是后世别集之类，由

是知别集之体亦始于向也。”[6]5671又云：“按《传》言

刘向所录，此又引其言，必是叙录中语，知是集为刘

中垒所编辑，在《七略》之外者也。”[15]1491又云：“录

东方朔所作杂诗文，是别集之滥觞。”[15]1497 姚说大概

有这样两层意思，其一是刘向编有朔集，其二是《别

录》既然载录东方朔各体诗文，则具备别集的体式，

开创了后人编集子的“先河”。也就是说，朔集在西

汉刘向之手不仅有别集之体，而且还有别集之实。是

否如此，似有必要略为辨析。

班固明确称本传所录的东方朔作品悉据自刘向

《别录》，这样做的目的是排除当时流传的托题东方

朔的伪作，故云：“世所传他事皆非也。”[10]2873颜注即

称如《东方朔别传》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的记载“皆

非实事”。班固又云：“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

之朔，故详录焉。”[10]2874颜师古注云：“言此传所以详

录朔之辞语者，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于朔故耳。欲

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也。”所以《汉书》的朔传本

身就具备东方朔别集的体式，同样，《别录》着眼于

叙录的功能而载录东方朔的作品篇目，也具备别集体

式的特征，姚振宗的“别集之滥觞”之说应即于此立

论。但这种体式是否表明当时在《别录》或《七略》

之外编有朔集呢？按《汉志》著录有“东方朔二十

篇”，在“诸子略”杂家，反映的是《七略》之貌，

是否就是《别录》的“所录朔书”呢？此“二十篇”

是否可以等同于东方朔的作品集呢？据《汉书》本

传，东方朔创作有诗和赋，但《汉志》的“诗赋略”

却未著录。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此“二十篇”包含有

诗赋作品，是将东方朔各体作品合为一体而著录在

“杂家”，称：“东方朔的‘杂诗文’诸如赋作、诗作

等之所以与上书陈农战强国计编在一起并被著录于杂

家类中，是出于对东方朔存真辨伪的需要。”[16]130一

种观点则认为与《别录》无关，如姚振宗称：“本传

言‘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辞数万言’者，意此二十篇

之书”[17]1634，又称：“案此言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辞

数万言者，即《汉志》杂家东方朔二十篇是也。”[6]5671

又称：“（《别录》所载）杂诗文则本《志》所不载者

也。”[17]1634笔者赞同姚振宗的观点，即此“二十篇”

不包括《别录》载录的诗赋等篇目，否则，班固即已

在《艺文志》著录的“二十篇”里体现东方朔的诗赋

等作品（确立了此类创作属东方朔之作的真实性），

何须再在本传中逐一申述，暗示《别录》记录的东

方朔诗赋等篇目与杂家类的“二十篇”并不是一回

事。也就是说，“二十篇”的内容不仅与“陈农战强国

之计”有关，也隐然与《史记》朔传中的“至公车上

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

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

尽”的记载相呼应。要之，《别录》及《汉书》朔本

传有着东方朔集的体式，起着“作品集”的功能；但

当时还没有独立的东方朔集的作品编，其作品乃以单

篇形态流传（或包含在近于后世“东方朔别传”之类

的撰述里）。

东方朔作品集之编应该始于魏晋之后，在南朝

可基本确定有朔集的编本流传，依据是刘勰的《文心

雕龙》。他在《诠赋》《杂文》《谐隐》和《诏策》

等篇里评论了东方朔的创作，在《祝盟》《书记》里

还分别提到不见于本传的东方朔两篇作品“骂鬼之

书”和“难公孙弘书”②，这都印证刘勰阅读并参考

了当时的朔集编本。明确见诸史志著录，则始自《隋

志》，题“汉太中大夫东方朔集二卷”。《文选》李善

注引及东方朔集，如注《魏都赋》引云：“文帝以道

德为篱，以仁义为藩。”引文见于今本朔集《化民有

道对》篇。《汉书》本传载有该篇文字，此句作“以

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作品

的文字面貌有些变异。再如注《初发石首城》引云：

“ 朔 对 诏 曰 ：陵 山 越 海 ，穷 天 乃 止 。”不 详 出 自 何

篇。按此为“越海凌三山，游湘历九嶷”句的注释，

疑 为《十 洲 记 》中 的 文 字 。《 旧 唐 志 》 著 录 同 《 隋

志》，李善所据朔集当即此著录本。降至北宋，《太

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引有《东方朔集》，但卷首所

刘  明：东方朔集的文献史

① 东汉开始出现编集子的初步意识，但尚属个别行为，编集子的数量及规模均有限，两汉总体而言不存在文集编纂的观

念。参见刘明《两汉“文人集”与〈诗赋略〉之关系考论》，载《天中学刊》2017年第2期，第80页。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李详《黄注补正》，认为严可均《全汉文》所辑的《与公孙弘借车书》：“玩其辞气，似与公孙

弘不协，疑即此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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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经史图书纲目》却未著录该集，当属转引自它

书，不宜作为北宋时有朔集流传之证，但反映的应该

还是唐本朔集的面貌。《崇文总目》也未见著录，《新

唐志》虽著录但只是存典籍名目，仍非当时实有朔集

流传。大致而言，唐本朔集亡佚于唐末五代之际，也

有学者怀疑该书至北宋中后期才散佚。[18]12从典籍所

引，略可窥见唐本朔集的内容构成，如《太平御览》

所引称“朔将仙，戒其子曰”云云，即《诫子诗》，

搀入了“将仙”的情节，从而存在《四库全书总目》

所称的“伪妄无稽”的现象。南朝时的东方朔集编本

可能即已存在该现象，如刘勰所提到的朔作骂鬼书。

南宋时期的公私书目未见著录有东方朔集之目

（《通志》虽著录也只是存录书名，并非当时实有其

书），则宋人并未重编朔集，该集的重编始自明代。

吕兆禧最先为东方朔重编作品集，在其所撰的《东

方先生集序》中写道：“余自结发羡古，向往其人，

因裒集遗文，置诸座右，庶几炙言论于千祀云。”据

姚士粦《吕兆禧笔记跋》及《[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十四的记载，吕兆禧（1573—1590）字锡侯，海盐

人，年十八（即万历十八年）以溺苦文翰而死（据

《海盐县图经》），撰有《笔记》一卷。姚士粦《见

只编》还详细记载了吕兆禧参与汉魏六朝别集辑编

的情形，云：“往余友吕锡侯与余欲从史传、《文选》

及诸类书、地记、子集，尽录古人文集，所就者有东

方朔、潘岳、潘尼、傅玄、傅咸、孙楚、孙绰、夏侯

湛、颜延之、任昉、梁简文、梁元帝十一种。先刻于

《汉魏名家》者为东方朔、潘岳、任昉。”①知东方

朔集的辑编乃出自吕兆禧和姚士粦两人之手，成稿后

作为子目刊刻于《汉魏名家》丛编里。该丛编即明万

历、天启间新安汪氏刻《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

（以下简称“二十一名家集”），是重编本东方朔集

第一次以印本的形式出现，也成为此后各种朔集版本

的基础，标志着明人重建的东方朔作品集文本正式进

入了流通领域。

二十一名家集本东方朔集收文凡二十五篇，其

目为：《七谏》《据地歌》《诫子诗》《柏梁诗》《应

诏上书》《谏起上林苑》《谏止董偃入宣室》《临终

谏天子》《劾董偃罪状》《与公孙弘书》《与公孙弘

借车马书》《与友人书》《侏儒对》《化民有道对》

《剧武帝对》《剧群臣对》《伯夷叔齐对》《善哉瞿

所对》《上天子寿》《上寿谢过》《割肉自责》《答客

难》《答骠骑》《旱颂》和《非有先生论》，及所辑逸

句（“海水暴竭，黄鸟宿渊”）。卷首载有吕兆禧《东

方先生集序》，卷端题“明河东吕兆禧校”，未题姚

士粦，表明吕兆禧作为东方朔作品集主要辑编者的角

色在出版刊行的印本里得到确立。书中以“禧按”的

形式保留着吕氏按语三则，如《诫子诗》篇题下云：

“《类聚》作诫，不作诗，故‘不逢’下有‘是故’

二字，又‘才尽’六句中有六‘者’字。”《与公孙

弘书》篇题下云：“《赤牍》（指杨慎所编《赤牍清

裁》）无‘盖闻’及‘女匽伏’数字，盖用修（即杨

慎）抄自他书，故不同《御览》。”又《答骠骑难》

篇末云：“骐驎，一作骐骥。”二十一名家集本东方朔

集反映了吕氏重编本的面貌，在东方朔集的版本史和

书籍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十 一

名家集本朔集

之 后 ，是 《 汉

魏诸名家集》

本和《汉魏六

朝诸家文集》

本这样两种丛

编 本 东 方 朔

集，前者乃据

二十一名家集

本 重 刻 ，后 者

则属于重印，

故篇目和文字

面貌同二十一

名家集本。所

谓“重刻”，即

在书首的内扉

叶 中 题“ 徐 文

长先生订正，

南城翁少麓梓”。徐文长即徐渭，书贾称经过其手订

正，恐未必确实。此后是张燮辑刻的《七十二家集》

本朔集，据卷首序题“重纂”两字，知该集对东方朔

作品篇目做了重新的核实与厘清，或称：“此篇题为

‘重纂’，恐即以吕辑《东方先生集》为基础，增订

而成”，“有所补遗，非尽袭前人审矣。”[19]31其“增

订”倒不是增加篇目，而是重在“订”，表现在未收

二十一名家集本中的十二篇作品。张燮《纠谬》称：

“近刻东方集，历载《谏止董偃入宣室》《劾董偃罪

状》《临终谏天子》，及《侏儒对》《化民有道对》

《剧武帝对》《剧群臣对》《伯夷叔齐对》《善哉瞿所

对》《上天子寿》《上寿谢过》《割肉自责》，皆出当

① 详见姚士粦《见只编·盐邑志林》卷上，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本，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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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口语，原非笔录，今具删归本传及《遗事》。”“近

刻东方集”当即指二十一名家集本，批评它“滥收”

朔作。“补遗”则表现在收了二十一名家集本未收的

三篇，即诗一篇《嗟伯夷》、序一篇《十洲记序》

和铭一篇《宝瓮铭》，《重纂东方大中集引》称：“余

于《拾遗记》得其《宝甕》一铭，政如觅碎金于沙

际耳。”实际《宝瓮铭》和《十洲记序》两篇并不可

靠，收此两篇反不若吕辑本严谨。张燮本朔集总为

十六篇，除去此两篇伪作，实际收十四篇作品。卷

末附有《补遗》一卷，篇目有《东方朔传》《东方生

小传》《列仙传》《东方朔别传》《东方朔画像赞》

等及《遗事》《集评》和《纠谬》等，反映了张燮编

东方朔集的体例和辛勤。张燮之后是张溥的《汉魏

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相较于张燮本，未收《柏梁

诗》一篇，总为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针对张溥

辑本称：“有伪妄无稽而滥收者，如东方朔集录《真

仙通鉴》所载《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是

也。”[20]1723 批评了明人编本朔集贪多求全而致真伪杂

陈的现象。此外还有明人李宾编《八代文钞》本《东

方曼倩文抄》一卷，误收东汉人张敞作品一篇，实际

收文十七篇。

东方朔集的单行版本，现只存一种即明康丕显刻

《东方先生文集》三卷（见图1），国家图书馆、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均有藏本。书中卷首有康丕

显《刻东方先生文集序》，云：“惜夫世人不察，猥以

吾丘寿王辈同类而共目之，甚有列之滑稽者矣。因刻

其行事文辞《九谏》（九当为七之误）等篇，汇为一

帙，并班《传》行于世”，“前有史氏可凭，近有文集

可凭也”。刻者康丕显，生卒年不详，或字士文，明

代山东陵县人，万历年间贡生，撰有《锄经堂遗文》

一卷。[21]256审该本刻风，当即属明万历间所刻①。据

卷端题“明嘏菴居士平原康福庆天祥校”，则校者是

康福庆，字天祥，号嘏菴居士，康丕显的祖父，不仅

修葺东方朔的祠宇，也是康刻该书的直接推动者。

康序云：“余祖经二年而始克成事（指祠宇），且命余

曰：迹传而文亦宜传，俾里中后学之士，异日有待诏

金马者，人人景其遗行，如曼倩讽谏、直谏，岂不足

裨益一时、流芳千载乎？余每怀先祖之志，思刻其

文，以示后人。”故卷端刻其祖校题衔，敬乡先贤而

不忘本来。康丕显刻朔集还意在传信东方朔的作品，

称：“恐后人不察其品格之高，而或谬执《神异》《冥

洞》之书排诋之”。书中又有吕兆禧之序，所刻序文

的字体及该集篇目均同二十一名家集本，则应据该

本而刻；但又将二十一名家集本中的“禧按”悉数删

掉，推断康丕显刻本虽为单行版本，仍应据吕兆禧辑

本东方朔集而传刻。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单行版本，即明董其昌手书

的《答客难》写卷。该手卷所抄《答客难》凡六十八

行，卷末署“其昌书”。据所书五言古诗末署“戊辰

八月晦，其昌”，知该卷手写在崇祯元年（1628），时

董其昌年七十四。以所抄《答客难》与《文选》（依

据清胡克家刻本）比对，存在异文，如“东方先生喟

然长叹”，《文选》“叹”作“息”；“诸侯宾服，威振四

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带”，《文选》无“威振四夷”四

字；“贤不肖”，《文选》作“贤与不肖”；“物莫不得

其所”，《文选》“莫”作“无”；“此士之所以日夜孜

孜”，《文选》无“之”字，“孜孜”作“孶孶”；“则钦

且广矣”，《文选》“钦”作“敏”；“块然独居，廓然无

徒”，《文选》作“块然无徒，廓然独居”；“固其时

也”，《文选》“时”作“宜”。疑董其昌所书别有它本

据依。手卷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

编”“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诸印，

清宫石渠宝笈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清代严可均校辑《全汉文》东方朔部分，据《文

选》李善注增益了《对诏》残句，又增补《隐真论》

和《东方杂占》两篇。《隐真论》出自唐释法琳《辨

正论》所引，恐不可靠，傅春明即指出：“此文虽似

西汉阴阳大化思想的表现，但原文为佛教僧人所引，

东方朔时代佛学尚未传入中国，此论恐怕还是后世释

家之徒的言论。”[8]37至于《东方朔占》，严可均据《隋

志》五行家著录东方朔占类著述六种，而《开元占

经》所引统称“东方朔占”，将之视为东方朔之作，

实际皆属托题。今人逯钦立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收东方朔诗作两首即《据地歌》和《嗟伯夷》，

及七言和六言残句，其中《据地歌》逯氏按云：“此

歌门、身、下三字不韵，在汉殊为罕例。”[22]101今人傅

春明先生的《东方朔作品辑注》，尽可能收录可信的

东方朔传世作品（其中存疑的作品交待考辨意见），

予以注释并疏解句意，极便研究者参考；并对作品的

作年有所考订，堪称完备，有学者称该著是“迄今为

止关于东方朔及其作品研究的唯一专著。”[23]47

三、东方朔集（作品）的阅读与理解

褚少孙补《史记》朔传及班固的《汉书•东方朔

传》，均将东方朔置于滑稽者之流，甚至班固称之为

“滑稽之雄”。所不同者，班固据刘向《别录》将东

方朔的作品尽量悉数录入本传，以传信后世，也以史

刘  明：东方朔集的文献史

① 该本的版本情况，参见刘明《明刻四种汉人集非原本旧貌考述》，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年第1期，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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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书写出了他本人对朔作的理解。当然，在班固之前

的刘向、扬雄和褚少孙等人也均有评价，既反映东方

朔为人的特点，也同时是他创作上的特色，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东方朔作品的早期阅读与接受情况。

班固《东方朔传赞》引述了刘向和扬雄两人的评

价，刘向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

说。”[10]2873“喜为庸人诵说”使得其作品有着鲜明的

俗文学倾向，为后世的文学园囿开创了论难体俗赋这

一类独具特色的流脉。扬雄则称：“朔言不纯师，行

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褚少孙补朔传意在“可

以览观扬意”，意即能够博观见闻，激扬意趣，代表

了他阅读东方朔作品的体会。班固的评价相对比较全

面，《东方朔传赞》云：“朔名过其实者，以其诙达多

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

德如隐。”[10]2873-2874又《叙传》云：“东方赡辞，诙谐

倡优，讥苑扞偃，正谏举邮。”[10]4258 既看到了东方朔

诙谐滑稽而近似俳优的一面，更看到他足智多谋且直

言讽谏的一面，还有他消极隐退的思想倾向，这是复

杂的多面性人格集合体，也概括了他具有多样性的创

作风格。具体而言，班固在本传里有如下诸称，“文辞

不逊，高自称誉”，认为东方朔有着文人固有的清高

自赏；“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认为东

方朔有直言劝谏而不失智谋的一面；“口谐辞给”，

颜师古注：“给，捷也”，指言辞敏捷；“述对澹辞”，

颜师古注：“澹，古赡字也。赡，给也”，还是捷词

善辨之意；“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认为东方朔有以

诙谐之笔调抒发心中不平之气的特点。“朔之文辞，

此二篇最善”，则是班固对《答客难》和《非有先生

论》在东方朔创作中文学地位的肯定，萧统也将此二

篇编入《文选》，应该就受到了班固的影响。这些人

品层面的评价大都与《传赞》所云相合，在东方朔的

作品里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印证，传人兼品文，是人物

史传与作品评论的有机结合。

再一次集中评论东方朔的作品，出现在南朝文

学批评家刘勰的《文心雕龙》里，依据的是当时的东

方朔集编本，可以说是阅读集本而作出的评论。《诠

赋》称：“皋、朔已下，品物毕图。”意即枚皋、东方

朔之后赋作的“体物”范围几乎无可不包，东方朔在

该范围的扩展中发挥了作用，大概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诙谐笔调在体国经野之外引领出汉赋的另一走

向，也就是《汉书•王褒传》所称的赋之“小者”；二

是以自设主客论难的方式延伸了汉赋的表达功能，亦

即《杂文》所评价的“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

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又《谐

隐》云：“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

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迺亦俳也；见视如倡，

亦有悔矣”，“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

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该评价不够客观

全面，抱持的是轻视俗赋文学的正统文学观念，相较

于班固对东方朔的评价也是“退步”①。就以《汉书》

本传里的“朱儒对”而言，虽文辞鄙俚，貌似不登大

雅之堂，实则是对“尸位素餐”现象的讽喻。又《诏

策》云：“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

亦顾命之作也。”又《书记》云：“观史迁之报任安，

东方朔之难公孙……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

尺素，抑扬乎寸心。”将难公孙之作与《报任安书》

并称，可谓名作无疑，惜不详为何篇②。又《祝盟》

云：“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

是后之谴呪，务于善骂。”所谓的“骂鬼书”不详为

何篇。要之，刘勰在赋史的视域里把握东方朔赋作的

文学地位，认为他拓宽了汉赋的题材范围，也充分肯

定了东方朔论难一类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这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又认为杂有诙谐诡隐风格的

赋作不具有讽谏意义，“无益规补”，则流露出轻视倾

向。根据刘勰的评论，可以部分地“还原”出南朝时

编本东方朔集的内容构成，比如“骂鬼书”之类，表

明当时的集子已经混入了一些托题东方朔的作品。

另外，萧统《文选》将《答客难》视为“设论”

一体，与《文心雕龙》将之归入“杂文”相近同，就

文体而言，《答客难》代表了汉代赋作的新支脉——

散文赋③。有学者认为这种赋体由东方朔所创立，既

是“由赋而走向散文的过渡桥梁”，也是对半韵半散

的汉赋形式的“一种革新和突破”，对后世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8]29《文选》将同属散文赋的《非有先生

① 班固在东方朔的诙谐善辨之外，也肯定了他“直言切谏”“正谏似直”的一面，同样他的作品也寓有这种两面性，司马

迁未将东方朔列入《滑稽列传》，原因就在于东方朔不同于淳于髡等一类的滑稽人物形象。

② 傅春明称：“今日所见《与公孙弘书》似难当其盛誉”， 参见《东方朔作品辑注》前言，第26页。能当此盛誉者似惟

《答客难》一篇，难道“客”隐含指公孙弘，或者刘勰恰如此理解“答客难”，但这又与该篇作于东方朔晚年不合，尚有待于

进一步的钩稽考辨。

③ 从汉初的赋作来看，贾谊继承的是秦代杂赋传统，但又拖着骚体赋的尾巴，枚乘开始挣脱骚体赋的“缰绳”而创立词

赋，以《七发》为标志，是汉赋的先河。至东方朔又发展出散文体的赋，更重要的是他开后世论难体一类的俗赋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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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收在“论”一体，表明南朝人并不认为此两篇

作品属于“赋”的范畴。

唐 代 东 方 朔 集 的 阅 读 理 解 ， 主 要 体 现 在 《 文

选》的李善注，因为《文选》选文当即据自朔集，

李善注亦引有朔集，可视为建立在集本阅读基础上

的注释。宋人未重编东方朔集，自明吕兆禧辑编东

方朔作品集始，直接开启集本的刊印和流通，使朔

集更为广泛地进入阅读领域。吕兆禧作为第一位辑

编者，自然也是该重编本朔集的第一位读者，他在

《 东 方 先 生 集 序 》 里 写 道 ：“ 东 方 先 生 挟 奇 当 世 ，

藉复规模踵武，要不越雁行功名耳，矧际会縻常为

英雄去取哉？于是圜其用以消摇乎神龙项下，薄雨

露而扰雷霆，伏游四十年，所忘其荣辱焉。然一时

驰骛之流，人人攫富贵以自愉快，其视先生奚啻若

有亡……呜呼！观此则先生足迹之下，宁直烟霄上

哉！老氏曰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岂先生之谓

耶！”不以滑稽者之流看待东方朔，而是从他身上看

到了特立独行、忘其荣辱和迥出时流的高贵人格。

康 丕 显 也 持 相 同 的 看 法 ， 他 在 《 刻 东 方 先 生 文 集

序》里开宗明义地批评“世人不察，猥以吾丘寿王

辈同类而共目之，甚有列之滑稽者矣”的现象，理

据是认同班固评价东方朔有讽谏的一面，写道：“愚

尝读班孟坚《汉书》，而深有感于东方先生讽谏、直

谏各归于正，超出汉廷之上，大有益于人主。其慷

慨谏诤，时以正出之，时以婉入之，知汉武忌戆而

守以近臣之私也。”将东方朔以诙谐之名行劝谏之实

称之为“以婉入之”，都是意在消解东方朔“滑稽者

之流”的固化印象。张燮对东方朔的评价与吕兆禧、

康丕显相近，在所撰《重纂东方大中集引》中同样

批评“浅视者混列之以为滑稽，高语者附会之以为

仙人”的现象，指出东方朔“谏起上林，排突董偃，

即汲长孺之直，岂远过哉”，“盖托俳谐以傲世焉，

而匪藉岁星乃显也”，又称誉他的作品“吐辞英伟，

称是天逸”。至张溥，在其所撰《东方大中集题辞》

里评论了东方朔的两篇作品，认为《答客难》有致

“学者争慕效之”的效果，但弊端是“假客主、遣抑

郁者，篇章叠见，无当玉卮”，即出现缺乏新意的模

式化创作倾向；又认为“其体不尊，同于游戏”，并

不看重这种杂有诙谐意味的论难体。但同时也肯定

了这种文体的开创之功和艺术特点，称之为“词锋

竞起”“作者之心，寔命奇伟”，认为通过主客论难

的方式抒发、寄托个人情感，构思独出机杼。张溥

评价《诫子》诗称：“义包《道》《德》两篇，其藏

身之智具焉”，盖就诗中“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

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诸句立

论。张溥也认为东方朔表面上看似放荡不羁、诙谐

诡辨，实际有着不阿于世的刚正品格，称：“谏起上

林，面责董偃，正言岳岳，汲长孺犹病不如，何况公

孙丞相以下？”与张燮的评价一脉相承。或称张燮、

张溥二序，“遣词造句容或不同，内容思理则无有二

致。”[19]32

阅 读 东 方 朔

作品主要依据明

万历以来的丛编

本，如张溥辑本

东方朔集有清人

何绍基的评点，

何 氏 眉 批 《 本

传 》“ 赞 曰 ”称

“ 赞 语 说 得 本

色 出 ”（ 如 图 所

示 ），另 《 非 有

先 生 论 》“ 故 卑

身贱体，说色微

辞，愉愉呴呴，

终无益于主上之

治 ， 则 志 士 仁

人 不 忍 为 也 ”

句 眉 端 镌 刻 评 语

称“感慨系之”，《答客难》“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

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句眉端镌刻评语称

“ 此 一 段 绝 □ （ 该 字 漫 漶 ， 疑 似‘ 断 ’字 ） 绝 正 绝

肆绝醇”，当出自张溥之手。此外，李宾编《八代文

钞》本中的《东方曼倩文钞》，篇末亦偶刻有评语，

如《朱儒对》评云“恢甚”，《非有先生论》评云“穆

然和雅”。还有傅增湘在所藏《汉魏六朝诸家文集》

本朔集上也留有校批，如《七谏》眉批称“据翻宋

本《楚辞》校”，又《非有先生论》行间有批称“据

《文选》校”。所校者，如《七谏》“举世皆然兮”，

“举”旁有校字“与”；“孰知其不合兮”，“孰”旁有

校字“固”；《非有先生论》“以励主意”，“励”旁有

校字“广”；“寡人将听焉”，“听”旁有校字“览”

等。最后是傅春明的《东方朔作品辑注》既为古籍

整理著述，也是研究性著作，以东方朔的文学家角

色为出发点，对他的思想人格、作品旨趣以及文学

史地位和价值意义都有很好的理解和阐述。

结语

东方朔在西汉时期的地位，《汉书•公孙弘卜式

儿宽传》班固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滑稽则

东方朔、枚皋”，着眼于他的身份角色；又《两都赋

刘  明：东方朔集的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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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

马石渠之属，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故言语侍从之

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

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夜纳献”，则着眼于他的文

学角色，两者的相互结合使得东方朔成为汉代文学

史书写绕不开的重要作家。故鲁迅在《汉代文学史

纲要》写道：“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而

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尤见亲幸。”建

国以来的几种权威的文学史教材，也都涉及到东方

朔作品及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东方朔作品的系年及

考订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这客观上需要梳理东方

朔的研究史。另外文学史不注重作家作品集的编撰

及流传，认为这不属于文学史的范畴，实际上作品

集的编刊流通恰以物质形式印证文学的影响力。还

有读者层面如何阅读和理解东方朔及其作品，也需

要适当的挖掘。这就在传统的作家作品层面之外，

又涉及到作品集的流传史和接受史，客观上需要在

更 延 伸 的 视 域 里 看 待 东 方 朔 。 兹 尝 试 从 史 传 与 作

品、作品集的制作与流传，及阅读与理解这样三个

层面，重新勾勒东方朔的文献得以生产、流通和接

受的历史，实质是在呈现广义范畴的东方朔的文学

史。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

张伟丽博士查询资料，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陈兰村，张根明. 论东方朔的“滑稽”“朝隐”及文学创作[J].

      贵州社会科学，2003（6）.

[2]  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修订本）[M]. 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2.

[3]  刘跃进. 秦汉文学编年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胡春润. 东方朔生卒考[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4）.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M]. 二十五史补编本. 北京：中华

      书局，1955.

[7]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8]  傅春明. 东方朔作品辑注•前言[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9]  傅春明. 东方朔作品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10]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石观海.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6.

[12]  彭春艳. 汉赋系年考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3]  孙正军.柏梁台诗成篇时间新论：基于文本出处和官职描述

       的综合考察[J]. 中华文史论丛，2018（2）.

[14]  郭永秉.柏梁台诗的文本性质、撰作时代及其文学史意义再

        探[J]. 文史，2020（4）.

[15]  姚振宗. 汉书艺文志拾补[M//二十五史补编本. 北京：中华

        书局，1955.

[16]  孙振田. 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辨[J]. 人文论丛，

        2015（1）.

[17]  姚振宗. 汉书艺文志条理[M]//二十五史补编本. 北京：中华

       书局，1955.

[18]  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9]  王京州.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0]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1]  徐泳. 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集部第一册）[M]. 济南：山东

        人民出版社，2016.

[22]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  李江峰.东方朔研究述评[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6（3）.



第 38  卷第 1 期
  2022 年 2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8，No.1
  Feb .，2022

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社会发展思想研究综述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

程  银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阳    550025）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他们从“人本主义”转向“科学的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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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创作

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他们从“人本主

义”转向“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标志

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其著作本身蕴含着的哲

学思想和社会发展思想是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运用的主要依据，对学界和世界

历史发展的走向影响极其深远，深受国内外学者的

青睐。学界从不同的立场、视角和内容上探讨和研

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围绕“唯物史观、现实的

人、市民社会、社会分工、共产主义”等方面展开学

术探讨，在国内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对推动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梳

理学界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是深入学习

和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途径

与方法，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的逻辑基点。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

的标志

学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发展的探讨十分

激烈，有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

间遇到的要对现实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使马

克思产生了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怀疑和动摇，进而开

启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1] 而马克思于1844年

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献也表明了马克思向唯

物主义思想的转变，只是这种转变不是彻底地转向真

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文中提出的一

些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引向了唯物史

观的道路。鉴于此，学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及马克思

主义哲学形成的关键界点的探讨就主要聚焦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及《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几部著作上，

形成了较为主流的“《年鉴》界点说”和“《形态》界

点说”两种观点。“《年鉴》界点说”最具代表性的是

陶富源等人提出的“两个转变”论的思想，认为马克

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两篇著作已经完成了“从唯

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两个转变”[2]，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

形成，这引发了学界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的广泛研

探。“《形态》界点说”以赵家祥、孙伯鍨、黄楠森、

孙熙国、仰海峰等为代表，这些学者分别在《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性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与发展的一点看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蕴》

中批判了“《年鉴》界点说”的观点，提出了马克思

《德法年鉴》时期的两篇文献“还不是辩证历史唯物

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

色彩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3]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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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是辩证唯物史

观的萌动期，而马克思在随后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仍存在着大量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

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其中

的内在矛盾仍比较明显，体现不出辩证的唯物史观。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更加系统地论述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仍未

彻底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还不是唯物

史观形成的标志。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

意志意识形态》创作的完成，“实践”和“现实的人”

被引入到历史观中，“历史科学”概念和对“异化”概

念的翻新使用，才开启了超越“经验论”和“唯心主

义”的社会科学之路[4] ，马克思才自觉地划清了与费

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史观的界限，对唯心主义和旧唯

物主义哲学进行彻底清算，从而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

的基本原理，实现了他从“人本主义转向科学的历史

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5]，形成了辩证的唯物史观，

为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写作奠定了

坚实的唯物史观基础 [6]，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才

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由此也批驳了

“《年鉴》界点说”的观点，形成了“《形态》界点

说”的观点。可见，学界对唯物史观形成的界点争论

尚未尘埃落定，主流观点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仍存在

较大分歧。但不难看出，“《形态》界点说”的观点更

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逻辑，更具有说

服力。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和阶段对马克思辩证唯

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展开了详尽论述，考察了马克思

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逻辑，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唯

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考和研究，并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不断的探讨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各种观

点都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从马克思青

年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唯物史观的发展脉络来看，

唯物史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莱茵报》时期的孕育、

《德法年鉴》时期的萌动、巴黎时期的积淀、布鲁塞

尔时期的迸发，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的完成

是其形成的显著标志。故而，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学界

“《形态》界点说”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

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二、“现实的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发

展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

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

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委靡的德国民

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7] ，凸显出了马克

思恩格斯彻底清算自身的哲学信仰，彻底与唯心主义

和旧唯物主义决裂的决心，展开了对费尔巴哈、鲍威

尔、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的批判，并通过对各式

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阐释科学的

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到：“从施特劳斯到施

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

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7]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以费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

人本主义对德国哲学批判的前提和实质，进而在文

中阐释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

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

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

然的关系”[7] ，这是“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

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

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7]，生成

满足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即是生成物质

生活的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论述

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彻底与以往的一

切历史观决裂，为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奠定了坚实的

哲学基础。

对此，学界围绕“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社会发展

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影响展开的论述较为激烈。对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概念的探

讨较为集中，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其研究的角

度和侧重点各有所异，但“现实的人”作为人类历史

活动的前提这一哲学基础理论的形成，是学界较为相

同的观点，学者们也正是基于这一基点围绕《德意志

意识形态》开展研究。张奎良紧扣《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的亮点研探了人类历史的四个前提：第一个前

提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第二个前提是物质资料的扩大

再生产；第三个前提是人口生产和种群繁衍；第四个

前提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的生产。[8] 陈曙光、周梅玲从

“现实的人作为生活的主角，在社会关系搭建的这个

大舞台上，以感性活动演绎着丰富的剧情，从而揭示

着生活的真谛——实现人的解放”[9]，揭示和阐明了对

马克思人类社会及生活的理解，明确了人在历史中的

主体地位，实现了主客体在人类历史活动中的统一，

昭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金建萍以马克思

社会发展理论为研究主线，论述了“以现实的个人、

他们的物质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逻辑前

提”，“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

为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提

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10]田雨晴、田海舰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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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为前提和出发点，阐释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

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分析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

矛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与规律”[11]。阐明

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及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

走向，较为全面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的思

想。

三、“市民社会”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

发展的逻辑主线

“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

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

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

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

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7]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市民社会”为逻辑主线

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中，构成了马克思恩

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市民社会”是人类历

史的真正发源地，是人类文明延续的舞台。市民社会

作为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的源头，一直是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一方面是因为“市民社会”与人们的生

活关系最密切，始终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

是因为“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核心

概念，是学界广为关注的基点。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研究起步较早，尤

其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较为显著，

其中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

义派最具代表性。西方流派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产生的

争议和侧重点也十分明显。首先是就划分马克思“市

民社会”思想形成期和成熟期所产生的争议。人本主

义派的代表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

《巴黎手稿》中已形成，“《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所表现的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真实的、个体

的人的存在问题。”[12]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形

成发展过程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步

的。因此，《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有关“市民社会”

的论述标志着这一思想的成熟。而科学社会主义派

的代表阿尔都塞则认为，《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有关

“市民社会”的论述仍不够成熟，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均赋予新的内

涵，指明“市民社会”主要指某个特定社会形态的生

产方式，并对国家被“当作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服

务的镇压工具而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德意志意识形

态》才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成熟的标志，标志

着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的形成。其次是“市民社会”

中人的本质的异化。弗洛姆认为市民社会是人本质异

化的场所，而“人自我实现的生产性活动就是自由的

创造性的劳动。”[13]弗洛姆所阐述的异化主要表现为

人的主观感受，体现了现代社会异化的全面性的显著

特点。最后是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多元决

定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人物是阿尔都塞，认为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和政治的等同消灭了，取而代之

的是以构建一切社会形态本质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

体中各决定性领域相互关系的新观点。[14]可见，西方

各派站在不同立场和视角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

究，既有合理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部分，但也

有从不同程度歪曲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真正内涵的

部分，对西方流派的观点，我们需要理性对待。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可归

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形

成和发展阶段。韩立新认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

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初次提出阶段”、“概

念确定阶段”和“稳定阶段”。马克思初次提出市民社

会是在《德法年鉴》时期，代表性著作是《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

问题》；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确定是在第二阶段，主要

的著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

态》《哲学的贫困》；第三阶段是稳定阶段，基本思

想贯穿在《资本论》及其附属草稿中。[15]与之相似的

观点是蒋红的“三阶段论”。蒋红将马克思市民社会

思想的发展分为“奠基、发展和升华”三个阶段，其

基本时间段及相关代表性著作与韩立新的划分较为相

同；在此基础上，蒋红一则将其延申为“奠基、初步

发展、成熟定型和全面升华”四个阶段。[16] 二是关

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研究。部分学者认为马

克思所指的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市民社会”

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下的私人生活，这种私人生活的本

质就是“经济基础”。[17] 另一部分学者则将马克思所

说的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认为马克思在阐

述“市民社会”时引入了“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二

者的内涵存在一些差异，但两者的意思都是表示资产

阶级社会。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市民社会的两重

含义或三重含义上来对其研究。俞可平指出，马克思

所指的“市民社会”既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又是一对

分析的范畴。张一兵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具

有广狭两义之分。韩立新则在此基础上阐明了马克

思市民社会具有“整个人类社会的市民社会、私有制

度基础上而形成的商品经济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三

重含义。三是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学界

主要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界、市民社会与国家

的辩证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化与统一”等方面

展开，最具代表性的国内学者有王沪宁、朱光磊、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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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珍等。四是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价值和现代

意义的研究。另外，国内学者还围绕《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论述的“城乡关系、全球化、资本扩张、殖民

地、住宅”等问题深入研究，就“家庭—市民社会—

国家”等空间问题深化拓展。

比较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然仍存在诸多的

不足和缺陷，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形成阶段、真

正内涵的理解和研究观点众多，分歧较大，并未形成

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但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探讨推动

了该领域研究的飞速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分工理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

发展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

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

度。”而“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

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7] 这一经典的论述阐

明了民族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内在关系，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各不同发展阶段的分工不同，与不发达的生产力

相适应的分工形式是部落所有制，构成第一种不发达

的所有制形式。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

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

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

所有制。马克思阐释了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的社会分工体现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及人类自

身的发展程度；提出了分工问题的解决是实现共产主

义的必要途径”[18] ，将“分工”作为一条逻辑主线贯

穿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

“分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

斯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学界研究和探

寻人类社会发展动力和走向的先导。近年来，学界对

“分工理论”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如下几种论说：一是

批判转向说。以陈曙光、余伟如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来阐述，指

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

了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非原因，所以对私有

财产的批判实际上等同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19]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转向了对社会分工的批

判。由于分工是人的活动（劳动）的分配方式，所以

对社会分工的批判指向消灭分工即消灭劳动本身。”[19]

因而继承了《手稿》中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并

走向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二是三条线

索说。王玉丽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理论”

考察中提出了“分工本身的变迁、分工与社会历史的

变迁、分工与个人发展”的三条线索，并分别从这三

条线索探讨了“分工本身经历了自然分工、社会分工

的自发阶段和社会分工的自愿阶段的发展过程；分工

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私有制、阶级、国家等社会历

史范畴贯串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在

私有制下，束缚个人发展的自发分工是人类异化的

根源，只有自愿分工才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唯一途

径。”[20]三是双重逻辑说。马超、丁涛提出了马克思

“社会分工理论”的双重逻辑的观点，认为“社会分

工理论内在包含了两个充满张力的逻辑向度。第一种

逻辑建立在‘异化劳动’之上”，“第二种逻辑则立足

于现实社会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以社会分工和

社会交往为主线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21]

对此，我们不难发现，学界虽然对社会分工理论

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但通过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

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具有较大的空间，对分

工理论的研究更应该契合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为

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理论贡献。

五、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来阐明共产主

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马克思恩格斯

着重批判了德国哲学，以此来阐明他的唯物史观及其

分工理论和市民社会，揭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和规律。第一卷占据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量篇

幅。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第一卷批判的基础上开展

了对德国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批判，虽然所占篇幅较小，但却旗帜鲜明地批判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歪曲，从而阐明

了科学的共产主义。

从学界对这部分研究的情况来看，学界对“真正

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研究相对较少，形成的专著或论

文不多，多半是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革命、

所有制等方面的理论来研究。故而，能在知网收集

得到的相关论文屈指可数，尽管如此，相关论文的研

究也更好地推动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探讨。朱建田、

卜红双、李卓群、林凤英等就马克思恩格斯对“真

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展开了系统研究。朱建田博士

主要围绕“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等方面，深入研究了马

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起源：“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

世纪40年代流行于德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思潮，以赫斯、格律恩、克利盖等人为主要代表。[22]

马克思恩格斯在该部分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来阐明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围绕以下四点进行批判：

一是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英、法共产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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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拙劣复制；二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回避

现实、止步于观念中解决矛盾的理论怯懦；三是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热衷于“爱的宗教”的伦理乌

托邦；四是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竭力掩饰阶级

利益的虚伪本质和反对革命的反动本质。[21]因而道出

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另外，林凤英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两个关节点

为着力点，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的批判是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第二个关节点。[23]

李卓群则从赫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接受及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贡献来阐明赫斯与“真正的

社会主义”的关系[24]，肯定了赫斯对《德意志意识形

态》的贡献，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探讨视角，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总之，正如前文所言，学界对“真正的社会主

义”的研究明显不够，仍存在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

点。尤其是在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盛行的今天，更需要

加强马克思对各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研

究，以此更好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丰富

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彰显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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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议题。儒家学派对人性

的探讨始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这是第

一次明确对人性初始与发展的一般概括，奠下了后世

人性探讨的基调。关于人性的具体内容，孔子并未作

出阐述，孔门后学在延续孔学的过程中对人性问题进

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孟子独创新说，从人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2]72的角度提出“性善论”。依孟子所

见，人性相近在于人皆有“四心”、善端，先天的“四

心”是成善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善，就是顺性而为，

将“四端”之心“扩而充之”，从而成就道德之行的

过程。在荀子看来，孟子对人性之幽暗面没有给予重

视，“以心善言性善”的成善进路不仅内含道德理论困

境，而且使圣王礼义失去合理性地位。性善论既不能

成立，由仁心而仁政的政治设计也就失去可行性。荀

子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以“性恶”的人性理论支

撑圣王礼治教化的必要性、必然性；而回答“善何以

可能”时，虽然与孟子心性本善迥异，但最终也落实

到“心”。

一、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的成善进路

孟子用“以心善言性善”的论述方式解释“善何

以可能”的问题。从逻辑上看，“以心善言性善”分

为两步，首先是“即心言善”，以心之道德情感为出

发点论证善的来源，那么，人心是向善之心还是本善

之心？通过对“四端”与“四德”关系的探讨，可以

阐明人心向善与本善之间的基本关联；其次“归心于

性”，通过界定“性”的含义，论证心是人生而有之的

善性，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此外，孟子将性善

“上达”于天，建立“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论体

系，在心、性、天的贯通中道德秩序得以建立。

（一）“心善即性善”

孟子道性善并不是直接从性论起，而是从心切

入，正所谓“即心言性”。正如唐君毅所论：“孟子之

言性善，乃本于其言心。”[3]49内在人心之善是孟子道

性善理论构建的起点。探究心善对于了解孟子的人性

思想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孟子的心是向善之心还是

本善之心？

孟子所言善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在内涵上有

所不同。人之善行的存在无非两种可能：一是由善的

道德动机成就善的道德效果；二是由非善的道德动机

呈现善的道德效果。孟子认为前者才是真正的善，并

由具体的善行反推出内在的根源——善心。孟子论性

善从人皆有之的“不忍人之心”说起，以“今人乍见

孺子入井”[2]72这一具体事例，论证人之“怵惕恻隐之

心”是无任何目的心理状态的当下显现，此“心”的

呈现是发自于内而非源于外的，是在没有任何预期的

心理状态下突然发生的。这个“怵惕恻隐之心”就是

“不忍人之心”，孟子论证其发生时，并非运用逻辑

推理的方式推导得出，而是基于人一般道德情感下的

内心体验与直接感应。也就是说，“心善”依赖的不是

人的理性认知，而是情感共鸣，由此引发人的道德自

省。尽管孟子所说的“怵惕恻隐之心”并非“纯粹的自

然本性”[4]，但仍能证明先天真诚德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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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不 忍 人 之 心 ”进 一 步 细 化 ，可 分 为“ 四 端

之心”。与“不忍人之心”“四端之心”相对的是“内

交”“要誉”“恶声”等道德功利化的权衡比较。那么，

如何不被功利性遮蔽而直呈本心？孟子强调“思”的

重要性。首先对“心之官”与“耳目之官”做出明确

区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

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

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

为大人而已矣。”[2]246“耳目之官”与“心官”不同，

前者只能感知事物，“是由对象化的‘物’所决定的

有待性功能，是被动而有限的”，后者则“以‘思’作

为本位功能，是一具有主动性并超越对象化的无待功

能。”[5]“思”的对象只是仁义礼智等内在德性，是对内

在德性的自觉，而非认知意义下的“思”。此“思”

是对“德性之知”的认识。通过“思”与“不思”划

分出“大体”“小体”之别，“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

小体为小人”[2]246。所谓“大体”，即人能“思”之本

心，而“小体”则是感官之性。通过区分“大体”“小

体”，进一步明晰人禽之别才是孟子最为关切的。如果

就耳目之欲“小体”的层面看，人与禽兽并无区别，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

兽。”[2]112差别就在于“大体”，即在于“心”。“心”之

思异于“小体”之性，继而开启道德领域之可能，不思

则将顺欲而为，逐渐降格为动物式存在。然而，当道

德行为未达到预期反馈时，孟子强调“自反”的工夫，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2]150，这也是需要“心”之

思来完成的。

（二）“归心于性”

孟子人性思想进路的第二步则是“归心于性”。

首先，孟子将传统意义上“性”的范围缩小至“人之

所以为人”之“性”，是切切实实的“人”性。在孟

子的时代，普遍存在的是被大众约定俗成的“性”概

念。孟子总结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为本。”[2]182 徐复观认为：“‘故’则正同于习惯的

‘习’”，换言之：“习是人在不自觉状态下的反复行

为，即生理上的惯性。”[6]人们把基于生理需求形成的

习惯称之为“性”。孟子认为以此言性，只是基于经验

层面对性的一种外在概括，并不能突出人的道德主体

性，对于人格的道德修养并不能起作用。

在与告子关于人性的争辩中，孟子阐述了“性”

的形上学内涵。孟子言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

希”的几希之性，而此性的成立源于人的善心。正是

由于人心发用，使人有了超越禽兽之性的更高层面

的人性。在孟子看来，性善是天赋的人之本性，即

“此天之所与我者”[2]246，并进一步通过尽心、知性、

知天的过程沟通天人。人的“心”“性”受之于天，

孟子性善立基于先天固有的“四心”“四端”，天道人

道由此而贯通，故由“不忍人之心”到“行不忍人之

政”[2]246，仁政是性善的必然。

二、性善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困境

荀子的性恶论针对“性善”而提出，不仅基于他

所认为的“由心善而性善”的理论逻辑漏洞，更是对

“性善”说实际理论效果的不满。在荀子看来，导致

“去圣王，息礼义”[7]343的严重后果之根源在于“性善

说”。因此，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做出批评，并由此引

出自己的治道学说。

（一）性善说之理论困境

第一，关于道德情感是否纯粹“生而有之”问

题。孟子基于人的道德情感，论证出人禽之别的具有

价值意义的善，并将人的道德情感视为与生俱来的。

然而，在孺子将入井一事中，当下恻隐之心的显现并

不纯粹来自自然本性。刚出生的婴儿如果没有“将入

井”之危险意识，遇到此情况恐不会有“恻隐之心”

流露。因此，所谓“恻隐之心”并非是生而有之的道

德情感，而是感性与理性的集合。杨国荣指出：“恻

隐之心乃是在长期的社会教化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影

响在沉淀、内化之后，便习惯成自然，亦即取得某种

‘自然’的形式，如果离开了后天的社会作用过程，

这种情感显然不可能形成。”[4]就此而言，荀子批评孟

子“性伪不分”不无道理。

第二，“恶”的问题在“性善论”中难以有合理解

释。在孟子“道性善”的思想体系中，以现实的善推

论出人有内在善性，而现实中存在的恶行却不具有人

性的内在依据，恶行的产生大概率归因于环境。孟子

言“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2]238，即肯认

了人之恶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他将善划定为人内在的

根源，而将恶之源头归置于环境等非人为因素，那么

人便不用为自己的恶行承担任何后果。这显然是不能

成立的，事实上人应当为恶行承担后果。   

即以“孺子将入井”的事例论述人皆有“怵惕恻

隐之心”而言，也是可以提出质疑的：以善举论证

人性之善，也可以以非善之举论证人性之恶。即使

“四端”之心人皆有之，而从普遍性的角度看，趋利

避害的好利心亦人皆有之。为什么人就应当扩充“四

端”“四心”，而不是任由趋利避害的好利心发展呢？

事实上，孟子言人如何发展善端的同时，有意避免了

恶产生发展的问题。《滕文公下》记载：“无父无君，

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

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140 可

见，孟子其实是暗含人心有恶，去恶存善的看法的，

王 馨：殊途而同归：孟荀不同成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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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人心不正才需要“正人心”，才需要“格君心之

非”[2]163，若人心纯善无恶，则只需“存”人心就够

了。由此可知，孟子并非无见于人心之恶，只是选择

避而不论，从而导致“性善说”不能合理解释人的恶

行。

第三，“即心言善”存在动机效果不统一的问题。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论不忍杀牛的故事。

齐宣王看到牛对死亡的恐惧便不忍心杀之，后用羊代

替。在这则事例中，孟子意在说明人皆有善端，牛之

“觳觫”会自然唤起君主的“不忍人之心”。如若换

个情境，一个人因不忍孩子啼哭而阻止医生对生病的

孩子及时诊治，便存在“好心办坏事”的可能。以孟

子的观点看，心善即善，心善而结果不善乃无心之过

不能归于恶。较之孟子以心论心，荀子更进一步提

出“心术”的概念，以达成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所谓

“论心不如择术”[7]42，强调要懂得运用正确的途径与

方法。良善的道德动机与满腔的热情不足以成就现实

的善，依循合理的方法和正确的途径是必不可少的，

重视理性原则“义”对实然“情感”的引导、迁化。

（二）“由心善言性善”面临的现实难题 

孟子创立“性善说”，突出了心之道德自主的同

时，对认知作用有所忽视。在继承发扬孔子仁学思想

的同时，弱化了知性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孔子的

思想窄化。如果说孔子仁智并举，那孟子则仁多而智

少。荀子以重视现实经验的立场，批判了孟子的“性

善论”。他指出：“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

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

甚矣哉！”[7]343孟子由仁心而仁政的政治设计，直接导

致“去圣王，息礼义”等现实负面后果。

在个人修身方面，荀子认为如果“仁义礼智”已

然固存于人性之中，那么后天的努力便失去其存在

之必要，这会造成一种骄于性善而疏于修身的错误倾

向。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构想，乃是

对人性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混淆。在“人皆可以为尧

舜”[2]251的设想中，孟子着力于人因有好善的主观愿望

与可以为善的主观能力上言善，混合了可能性与现实

性。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相对，荀子提出了

“涂之人可以为禹”[7]345。二者看似相同，实则存在本

质区别。

孟荀皆肯定了个人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但二人的

侧重点并不相同。“人皆可以为尧舜”中的“可以”乃

“能”的意思，人人都可以通过扩充内在善性而成圣

成贤。然而，性善之可能并不能成就事实的善，如若

没有君王礼法，天下将会大乱。“今当试去君上之执，

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天下之

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7]342 相比于“不忍人之心”的

当下呈现，好利、欲望之心驱使下的争夺在现实中更

为泛滥。鉴于现实的混乱，荀子更为关注如何成就现

实之善的问题。“禹之人可以为禹”的根据和途径在于

人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

正之具”[7]345，人有内在性善之质具，表面看这与孟子

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类似；然荀子强调内在质具的

目的在于说明成善需要依靠外在条件，不仅需要礼义

的约束与规范，而且需要圣王的教化与引导。

此外，孟子所言将四端之心“扩而充之”的性善

扩充说并不具有普遍性，“扩而充之”只能适用于某

些具体的实践领域，无法应用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将一切社会、政治、伦理问题都通过发明本心、扩充

善性来解决，难免过于理想主义。荀子性恶论的提出

就是为了对治理论及现实的困境。

三、荀子性恶论与道德自主

在传统观念中，“性恶论”一直被视为荀子人性理

论的鲜明特征，学者们大都主张荀子言性恶，人性中

不存在内在道德根源的观念，以牟宗三、劳思光等为

代表。那么，价值根源只能来自客观外在的规范，由

此礼义法度沦为客观权威手段。如此解释人性论不仅

将荀子理论因缺乏道德自主而归置为权威主义，而且

使得荀子思想体系本身难以自洽。然而也有学者注意

到“性恶”不足以概括荀子《性恶》篇的主旨。唐端

正提出了“性恶善伪”论：“我们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

者，不如说他是善伪论者，或性无善无恶论者。”[8]那

么“性恶”与“善伪”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人之

性恶”是否意味着人只能外在地为善，而无法内在形

成善呢？通过梳理荀子“性恶”的真正意蕴，明确“性

恶”与“善伪”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追问“性恶”

之下“善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为礼法找到内在价

值根源——心。

（一）“性恶”之本意 

荀子人性论的目的在于为圣王礼法提供理论依

据，这是学界所肯认的。一方面，他主“性恶”的原

因在于“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以此说明礼法的

必要性及必然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人可知行礼义法度

的内在价值根基，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

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7]345。显然，仁义法正是可以

被认知、被执行的，人具备这种资质和才能，以此说

明礼法的可能及可行性。 

荀子首先对“性”的概念作出界说：“生之所以

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

然，谓之性。”[7]319 徐复观认为荀子之性具有两层涵

义：一是指“官能的能力”，二是指“由官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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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6] 也就是说，“生之所以然”是从存有、本原

的层面上言性，具体指人所生而有的未经人为修为

（“本始材朴”）之性能，此性又有学者总结为“未

及物的性”[5]；“不事而自然”则是在发用、经验的意

义上讨论，“性”与外物接触产生“目好色，耳好声，

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等自然反应，此性

可谓“已及物的性”[9]。“性”兼具“已及物之性”与

“未及物之性”两种规定性的内容，才能实现“性”

与“伪”的双向互动，即“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

伪， 则性不能自美”[7]279。若将“生之所以然”与“不

事而自然”视为同一层面之性，“性”“伪”之间的会

通则不能成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荀子所谓“性”并不具有

“人之所以为人”的意蕴，而是在人的生理本能和欲

望的层面上言性，是就性言性而非就“人”性言性，

与告子的“生之谓性”相似。荀子在《礼论》篇有

言：“性者，本始材朴也。”[7]279“性”作为人的自然生

理需要本身是无善恶之分的。荀子明确讲，“人之性

恶，其善者伪也”[7]336，此“恶”究竟何所指？答曰：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

亡焉。”“性恶”的真正意蕴正是在“顺是”的情境下

得以透显。依荀子所见，人之“好利”“疾恶”“耳目

之欲”“好声色”等自然感官机能、自然情欲并不能

称为恶，但现实生活中的恶却与它们密切相关，顺纵

自然感官情欲的倾向无节制发展，就会生出争夺、残

贼、淫乱等种种恶的行为。东方朔以此将荀子言性

恶之“恶”区分为“形式义”与“实质义”。[10] 所谓

“形式义”是指人之本能、欲望以及情性等人生而有

的内容言性；而“实质义”之恶则是在文辞脉络中附

加条件的，亦即若顺人之欲、纵人之情而无度量分界

才为“恶”。如若从天人关系角度讲，“形式义”的恶

是“天之就”的，于人而言是属“天”层面的，人是不

可改变的，在此意义上是无所谓善恶之分的；而“实

质义”的恶是可以通过人为事功起作用的，人为导致

的恶才是真正的恶。荀子从顺人性行为所可能引发

的治乱结果来定义善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

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邪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

矣。”[7]342 简言之，荀子之“性恶”论并不针对人的生

理欲望本身而言，而是在道德文化之理想主义层面，

在人虑积能习所依之礼义文理之理想与现实中的对照

关系情境下进行探讨的。

（二）“伪”而成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7]336是荀子人性论的

总命题，内含两个方面：一是言性恶；二是道善伪。

“性恶”说明了性的实质及恶的根源，而“伪”则是

解答在“性恶”的预设下“善何以可能”的问题。 

以往学者大都认为荀子之善是纯粹外在的，是

后天人为的结果。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

《荀子》中的表述容易让人误解。《荀子·性恶》篇

有言：“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

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

也。”[7]340顺此思路，外在的礼义之善便是荀子思想的

正面价值，只需依圣王所制定的准则行事便可成就

善。问题在于圣王又如何能够制作礼义法度？如果不

能回答这个问题，荀子之善便失去了内在价值根源，

礼义亦成悬空的无处安顿之物。二是对“伪”的理解

不全面，忽略了“伪”之“人为”与“心为”双重内

涵。“伪”的本义为“诈伪”，《说文解字》释：“伪，诈

也。从人为声。”[11]在《荀子》中“诈伪”出现多次，

从具体语境及上下文义可知这是《说文》所释“伪”

字本义，如：“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

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7]27。然荀子所言“其善

者伪也”显然不是“诈伪”之意。杨倞注曰：“为也，

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

之伪。”郝懿行亦言：“性，自然也。伪，作为也。

‘伪’与‘为’，古字通。”以“伪”“为”通假，二人

都把“伪”解释为人为，此种解释虽与“伪”字的构

字法相吻合，也被大家广泛接受，但这也容易造成

很大的误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徐锴曰：“伪

者，人为也，非天真也，故人为为‘伪’是也。荀卿

曰：桀纣，性也。尧舜，伪也。”[12]“伪”在荀子的语

境下有转恶为善的正面价值义，而“人为”的解释会

将“伪”当做纯外在的，仅具有工具、手段层面的行

为来讨论。由此会引出新的问题：既然人之性恶，善

行从何而来？由此，仅以“人为”的释义并不能很好

解释荀子思想。

回归荀子思想本身看，“伪”的概念其实并非仅有

传统上理解的“作为”义，而且是与“心”密切相关的

概念。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献，帮助我们对“伪”的

理解更加深入。《老子》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一句，在郭店简《老子·甲》中却写作“绝弃虑，民

复孝慈”[13]。庞朴认为：“‘伪’字原作上为下心，它

表示一种心态，为的心态或者心态的为，即不是行为

而是心为。”[14]在《荀子》文本中，《正名》篇有关于

“伪”的定义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性之好、恶、

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

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

伪”[7]319。这段文字中的“伪”字包含两层涵义：一是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二是“虑积焉、能习焉

而后成谓之伪”。第一层面的“伪”出自心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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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虑的对象是“情”“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

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7]331情感欲望是人与生

俱来的自然本能，而心虑则是对自然情感欲望做出理

智抉择。心有“所可”代表心首先具有认知能力，继

而根据认知做出判断、抉择。由此，“心”在认识心

之外还有价值义。第二层面“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

谓之伪”之伪则是指明心具有行动的意蕴，此“伪”是

在“心虑而能为之动”后的结果。简言之，荀子一方

面言“心为”，即心之“虑”的抉择、判断能力；另一

方面指向“人为”，“人为”是在“心为”即“心”的思

虑下，按照心的指示有所作为，揭明心的认知实践功

能。

“伪”之“能为”和“所为”的双重意蕴与荀子言

心之“知道”“可道”“守道”“禁非道”的过程一脉

相承。“知道”与“可道”是心之虑的过程，“守道”和

“禁非道”则是以“积”“习”的工夫实现心之能的

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为”是“心为”的承接与延

续，荀子所言心与孟子的道德心不同，不能直接开出

德行善端。依荀子所论，“善”是经由心的认知判断

后的价值选择，乃心权衡利弊后抉择的结果，此种思

想理路可总结为在知性系统中开出德性主体。所谓

“伪”而成善，即“善”并非先行存在于人性之中，

而是在动态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形成。因此，“化性起

伪”得以可能，必须有赖礼法等外在规范对本性的

“迁化”、重塑，而礼义法度之可能又须要依靠“心”

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善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孟荀站

在不同人性理论的基点上，给出了不同的成善之路。

与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的理路不同，荀子提出“人

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主张，以期在“性

恶”与“善伪”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回答如何“成善”

的问题，为礼法找到内在价值的同时，论证礼法存在

的合理性，虽然最终的根基亦落在“心”，但避免了

孟子由心善而性善的内圣路径在现实中不得推行的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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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ing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Mencius and Xunzi Different Ways to Be Goodness

WANG    Xin

（Qilu  Culture Studi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01, China）

Abstract：Regarding the question of "how good is possible", Mencius approached the "intolerance" of everyone, 

equating the mind with the morality, and adopted the "heart-speaking and good" approach; Xunzi separated the xin 

from the negative human nature, and support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saint king’s rituals with "evil nature". When 

answering "how is good is possible", he regarded the "heart" as the source of value and moved towards "wei". 

Although Mencius and Xunzi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is quite different, they all regard the "heart" as the 

source of inner value, which can be said to achieve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paths.

Key words：Mencius; Xunzi; xin; "speak kindly with the heart and be good in nature"; "evil i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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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三省吾身”章与曾子的修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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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子是儒家学派早期的杰出代表，他在《论语·学而》“三省吾身”章中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反省式人生哲学。作为孔孟之间的传承人物，曾子在孔子修身思想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修心的观点，对孟荀及后世“心性论”产生了一定影响。曾子的人生理想是成为道德高尚的

君子，并向往圣人的境界。曾子的自省与修心哲学对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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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

（今山东省嘉祥县）。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与孔

子相差46岁，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曾

经参与编制《论语》，有《大学》、《孝经》、《曾子十

篇》等作品佳世。他曾教授过子思等儒家弟子，是儒

家学派早期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奉为“宗

圣”，位列四配之一，配享孔庙。近年来，学术界基于

传世文献，对曾子的孝慈思想和其作品中的儒家道德

观多有研究，有关《论语·学而》“三省吾身”章与曾

子修心哲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不揣浅陋，拟对

此展开讨论。

一、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内涵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修身，《论语·学

而》的“三省吾身”章是儒家修身思想至关重要的篇

章，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48曾子的修身思想是儒家修

身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理解何为“吾日三省吾

身”，对于我们认识曾子的修身思想，了解儒家的修身

文化大有裨益。

（一）训诂“吾日三省吾身”

欲了解曾子修身哲学博大精深之意蕴，“吾日三

省吾身” 需逐字训诂，“吾”《尔雅·释诂下》解释为：

“我也。”[2]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亦 将“吾”释为

“我”，由此可见，“吾”字在“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

中作主语，即第一人称“我”的意思，在此处指曾子

本人。

“日”为时间副词，释为“每天”。“日”在字意上既

可作名词，也可作副词。作名词时，可以理解为“一

昼夜”，如《诗·邶风·泉水》中有：“靡日不思。”[3]即

“没有一日不思索”，“日”为一昼一夜之意。为时间

副词时，可以理解为“每天、每日”。《三国志集释》

第三十五卷中：“于是与亮情好日密。”[4]意为：“于是

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天天亲密起来”。在明代宋濂的《宋

东阳马生序》中，记录有：“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

有廪稍之供。”[5]意为：“现在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

廷每天供给膳食。”此两处的“日”均释为“每天”。可

见，当“日”为时间副词时，可以释为“每天”，在“吾

日三省吾身”句中，“日”当理解为时间副词，为“每

天”之意。     

“三”表示曾子“省”的频率，这种频率可高可

低。对于“三”的理解，学术界则一直众说纷纭，通过

对《论语》中所有出现过的数字进行归纳分析，部分

学者认为此处的“三”是泛指，表示“多次”的意思，

如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处的‘三’表示多次的意思，

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上加数字，这数字一般表示

动作频率。”[6]4“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我每天多次的

反省我自己”；还有一些学者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认为此处的“三”则是实指，为“三次”之意，“吾日

三省吾身”就是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之意。“三”是

“多次”还是“三次”，“三省”究竟是“多次反省”还

是“三次反省”。笔者认为，此处的“三”是用来修饰

“省”这个动作的，可以理解为数次的频率，既然表示



22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8 卷

频率，就会有高频和低频的差别，若表示高频，可以

理解为“多次”，若表示低频，可以理解为次数很少，

甚至可以解释为“零次”，而不是特指“三次”。具体原

因如下：首先，能够使得曾子“三省”的事情不一定每

天都会发生。“省”的三个方面分别是“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而“为人

谋、与朋友交、温习学业”这三件事并不一定每天都

能发生。众所周知，既有事情的发生是提供反省的前

提，只有这些事情发生，曾子才有“省”的机会，而

只有这三件事情都是在一天之内共同发生，曾子才有

可能“三省”。在这三件事中，只要有一件事情没有发

生，就缺乏一个“三省”的条件，那就不能称之为“三

省”，“三”就不可以理解为“三次”。同样的，在这

三件事中只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而另外两件事情没有

发生，“省”就不可以理解为“多次”。其次，一个人

很难做到每日“三省”。反省自己需要高度自律，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人能够做到每天反省本已不

易，而能每天“三省”者，则更难上加难。子曰：“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57一个人每天都能够在学

业上勤勤恳恳地反省自己，都可以成为老师了，曾子

如果能够每天三次反省自己，真正做到“传不习乎”

那他可能早已出师，知识素养远在孔子之上了，可显

然曾子的学术涵养没有超过孔子。子曰：“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1]1孔子认为学习后经常温习所学的

知识，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孔子也只是用“时”

来修饰“习”，可见孔子认为能够做到经常复习已属

不易，做到每天复习并加以反省的难度可想而知，且

温习功课也只是每日三省的一个方面而已，还有其他

两个部分未涉及，由此可见，“吾日三省”真正能够实

践的可能性和难度较大。最后，曾子认为反省自己应

当有所侧重，“有则必省，无则加勉”。每个人都会面

对形形色色的情况，很多事情都有反省的价值，但如

果每件事都反省，则繁杂无序，整日在反思中度过，

生活则无法正常继续。曾子认为反省自己应“抓住重

点”，即是以“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为重心，思考自己有没有替别人忠心谋

划，有没有与朋友诚信交往，有没有温习老师传授的

功课，如果当天有属于这三者的事情发生，那便是值

得反省的，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大可不必为了

反省而反省，那样的反省本身也无多大意义。所以，

“三”字可以当做“省”的频率理解，但频率可高可

低，曾子认为反省自己的频率应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

而定，有则反省。

后人之所以会对“三”的理解出现歧义，正是因

为“三”字所修饰的“省”字非常重要，研究曾子反省

式人生哲学的落脚点最终还是应该归结到“省”字之

上。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省”字的解读为：

“省，视也。”[3]显然，许慎认为“省”释为审视和自

视，是对自我言行的一种反思和考量。郑玄注曰：“思

察己之所行也。”[8]36 即“省”是对自我行为的回顾和反

思。《尔雅·释诂》、皇侃《论语义疏》、刑昺《论语注

疏》解释亦同。由此可见，“省”训为“察”，已是定

论，笔者亦同意这种训解思路。

“身”为反身代词“自己，自身”。“吾身”即为

“我自己”。在正确理解“吾日三省吾身”句意之后，

反省的内容以及反省之后进一步修身学习的必要，曾

子也做了强调。

（二）曾子“省”身的三个方面

1.“谋”与“忠”。“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曾子每日

三省己身的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对自己的事业负责，

或可理解为对别人交代的事情尽心。皇侃认为：“‘为

人谋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为他人图谋事，当

尽我中心也，岂可心而不尽忠乎？所以三省视察，

恐失也。”[8]37刘宝楠这样训解到：“诚、实义同。诚心

以为人谋，谓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谓之

忠。”[8]38曾子每日反省自己是否替别人尽心竭力地办

事，尽忠在为人谋中能够发挥基础性作用。

中国人对“忠”的追求，贯彻古今。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尽忠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今日，我们可以

赋予“忠”更加丰富的含义，所谓“忠”，已脱离了封建

时代的君臣关系，我们为人尽忠的对象已更加广泛。

以诚心做事，对自己应当完成的事情尽职尽责，是忠

于自己的本心。对他人相托之事尽力，则又是忠于朋

友之交，忠于同事之谊，甚至于素不相识之人的托付

亦能完成，是忠于一诺千金。对于“忠”的反思实际上

是另一种检验自己是否知行合一的标尺。以“忠”与否

的行为与“与人谋”的初心核验，义正心诚，有始有终

才是君子应当具备的道德品格与人生追求。

2.“交”与“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曾子每

日三省己身的第二个层次，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注重

“信”。郑玄注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4]6刘宝楠

进一步解释“同志者，谓两人不共学而所志相同。”[9]6

刘宝楠《论语正义》记载：“《说文解字》云：‘交，

胫也。从大，象交形。’朋友与己两人相会和亦得称

交。”[9]6《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从言会

意。”[9]6 根据经学家的解释，这里的“朋友”应当定义

为志趣相投，共同学习，并且有共同追求的人。

中国古代有“五伦”之说，即：父母、君臣、夫

妇、兄弟和朋友，其相应的伦理道德要求为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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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

重要方面。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只有以诚信的

态度对待朋友，才能够取得朋友的信任，做到言而有

信，进而达到“义”的要求。所以曾子以是否能够信

守于人而自省。钱穆也曾经评价到：“‘朋友’一伦，

重在‘信’。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亲相

爱。”[10]

《 论 语·学 而 》：“ 有 子 曰 ：‘ 信 近 于 义 ，言 可 复

也。’”[1]52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将其解释为：

“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6]9从这句话

出发，我们可以对“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做进一步的

解读。朋友即为志同道合之人，在与朋友相交的过程

中，所做的约定应当是符合“义”的，因为符合“义”，

所以必须守信。也正因为其符合“义”，故而不失信。

因此曾子对和朋友交往的反省，内涵是丰富的而不是

单一的，反思自己行为是否做到“信”之前，必然有关

于与朋友所订之约，所作之事是否符合“义”的思考。

因此，“信”与“义”既是与朋友相处的行为准则，

又是个人理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做人应谨守诚信，秉

持忠义，提高自身修养，结交君子，从“义”出发，信守

于“义”，才能在社会交往中产生正面的影响。

3.“传”与“习”。“传不习乎”是曾子每日三省

己身的第三个层次，曾子在反省了自己与他人的交往

方式之后，进一步反省自己有没有充分温习老师传授

给自己的学业，有没有完整回顾已学的知识，以检

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儒家重视修身，而修身从本质上

来说，就是修德。曾子以自己本身的学习作为反思对

象，以求道德的不断内化。而此句的“习”，既是三省

吾身的重要途径，也是曾子省身哲学的最终目的。

刘宝楠《论语正义》谈到：“郑《注》云：‘鲁读

传为专。’今从古藏氏庸辑郑《注》释云：‘此传字。

从专得声。鲁论故省用作专。郑以古论作传。于义益

明。故从之。’《吕氏春秋》曰：“古之学者说义必称

师，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所专之业不习。则惰弃

师说，与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9]6反省师长所传

授的符合于“义”的知识，既是对师长尊敬的表现，

也是对自身道德发展的要求。“传”和“习”要实现互

动互促，通过“传”来指导和影响“习”，再通过“习”

加深对“传”的理解和认识，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互相促进，教学相长。

“传不习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路径。“三省

吾身”的前两个层次讲的是更好地尽忠和谋划，履行

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而反省的结果最终必然要

归结到“习”字之上，只有通过“习”，反省才是有作

用有意义的，“习”所强调的是内省的自觉性和效率。

“ 学 习 ”是 贯 穿 人 生 发 展 过 程 的 重 要 线 索 。

“学”是接纳和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习”是温习和回

顾旧知识的阶段，“学”和“习”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构成了循环上升、不断进步的学习过程。所以“学”

和“习”二字通常放在一起讲。而“学习”的范围不仅

局限于文化知识，也涵盖生活各个层面。只有通过回

顾自己所学的知识和已经获得的实践经验，才能于反

思之后获得进步和发展。“学习”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过

程，在“学习”中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规范学习

过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有不同的指向，但是它们内在的

逻辑理路是统一的。朱熹亦认为，“三者之序，则又

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8]37。“忠”与“信”都可以落实

于“习”字的功夫之上。“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

交而不信乎”是对事业和他人尽责，是外在的要求，

“习”是对自己负责，是内在的对自己的规范。为人

谋和与朋友交都是个人不断学习的过程，“习”在促

进“忠”、“信”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习”的功

夫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是决定修身水平的高低，

只有通过不断地、更好地“习”，才能够谨守“忠”、

“信”与“义”，才能真正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事实

上，曾子在儒家“修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更加重

视“修心”的道德实践。

二、曾子由“修身”到“修心”的思想转变

（一）儒家的修身思想

重修身是儒家的基本精神，省身是修身之本，为

先秦儒家所推崇。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最早

表达出修身的理想愿望，余英时先生曾说：“从孔子

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

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之

后已经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

建政治社会秩序密不可分。”[11]从孔子始，修身从外

在的“礼”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规范，孔子主

张内外兼修，赋予了修身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孔

子的修身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宪问》章中：“子路

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

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6]179孔子在回答

子路询问何为君子时，从“敬”、“安人”和“安百姓”

三个角度层层推衍，主张君子要通过克己修身，实现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三

层修身目标。孔子认为君子要通过内省修身，达到以

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使上层人物安乐，使老百

姓安乐的目的，但是就使老百姓能够安乐这一方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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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连尧舜那样的圣人都还没有做到，可见一日修身

虽易，终身修行却难，修身之路是永无止境的。孔子

主张借由修身的道德实践，对内涵养品德，提升自我

修养，对外可以于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修身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孔子的修身观在其学术

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儒学家者也产生了历久

弥新的影响。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大学》中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3曾子将“国”、

“家”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层层递进，认为修身是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首先，修身是齐家的基

础。家庭孕育出个人，个人作为构成家庭的一份子，

对家庭的发展发挥着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曾子

重视个人在家庭中的作用，他主张个人通过修养良好

的道德品质以修身，在家庭中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培育积极进取的家风，推动家庭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从而促进家庭的进步。其次，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

础。如同个人之于家庭的关系一般，一户户的“家”

是构成“国”的基本单位，众多的“家”组成了“国”，

“家”和“国”构成统一整体，即“国家”一词。家庭

的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团结，正所

谓：“一室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一个人对内能够

将家庭打理地井井有条，那么他对外也能够为国家

的建设献言献策。反之亦然。《孟子·离娄上》中以

更加直白的方式点明了这一道理：“人有恒言，皆曰

‘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1]283孟子认为天下的基础在于国，国的基础在

于家，家的基础在于个人。所以通过“个人”、“家”

和“国”三者的层层递进关系，可以探出修身方能家

齐，家齐而后得以国治，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

础和前提，每个人都要重视修身，只有通过修身，才

能够创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件。曾子在《大学》中

进一步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1]4 曾子认为不论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一位

普通民众，都要将修身作为其为人处世的根本方法，

人人都要通过修身来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

影响他人，并最终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所贡献。

（二）曾子的修心思想

曾子修心思想是儒家修身观的内化和发展。孔子

修身观在儒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孔子并

没有直接论“心”，更未曾直接提出“修心”的学说，

在《论语》中“心”字仅出现六处。曾子沿着孔子的

修养方法和理论，对儒家修身观作了进一步的深化

和发展，延伸到了修心的层面，以“心”为一切的出

发点。在“身”之外，曾子进一步提出了“心”这一理

念，将“心”和“身”两种概念进行了区分，并厘清了

两者的关系。曾子认为人的行为举止属于外在道德实

践，符合“身”的范畴，“身”是一个人内心精神世界

的外在表现和直接反映。而“心”指的是人的思想品

德，心是一切思考行为的基础。“心”是指导“身”的内

核，“心”对于“身”的道德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身”

是“心”的外在表现和外在实践，“心”的水平与能力

会影响甚至是决定“身”的道德实践水平。曾子强调

修心就是修德，修养自己正确的思想，端正自己的高

尚的道德品格。曾子的修心思想将儒家修身观进一步

内化，丰富了修身思想的内涵，并对修身的方法做了

规范和说明。曾子认为修身要通过修心来实现，修心

是修身的途径和方法，修身是修心的结果和目的，

道德修养既要重视修身，也要关注修心。曾子在《大

学》中对修心的观点亦有明确阐述：“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1]3此处的正心即为修心，曾子认为提升自我

修养的前提是端正自己的思想，只有首先在思想上正

确，才会有可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最终成就君子乃至

圣人的品质，达到更高的境界。

修心需要意诚，意诚是修心的道路和手段。曾

子基于儒家修身思想提出修心观，并将修心的方法进

一步深化，对修心的具体途径作了阐述与说明。曾子

认为修身的方法是意诚，即“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1]4。所谓“意诚”，就是诚实又真诚的意念和

想法。“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

的意就不诚。”[5]297曾子确立了修心的观点之后，进一

步分析了修心的道德修养方法，那就是依靠真诚的意

念，个体的意念对其思想具有直接导向作用，意念的

真诚与否会关系到修心的实际效果。只有通过真诚的

意念，才可以端正自己的思想，而只有思想端正了，

才能提升自己的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反之，如果

意念歪斜，就不会养成端正的心性，身修的目标也不

会实现，错误的意念会引导人走向不正确的道路，误

入歧途。《吕氏春秋·孟夏纪》中云：“颜回之于孔子

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比，故

师尽智竭道以教。”[13] 作者将颜回尊师重道与曾子孝

顺父母相提并论，反映出曾子侍奉父母的意正心诚，

孝顺父母不发自内心真诚的想法是很难做到的，必须

首先在思想上对父母尊敬，修养敬爱父母的内心，真

诚地爱戴父母，才会修养敬爱父母的内心，继而做出

孝顺父母的行为。

（三）曾子修心思想的意义

曾子的修心观在儒家省身思想的发展中具有承

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孔子，下启孟荀，曾子的修心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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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孟子和荀子的心性论。继曾子

之后，孟子和荀子沿着曾子的修心方向继续探索，建

立了比较具体和完备的儒学心性论，孟子并主张向内

自省以修心。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云：“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283后人将

其简要概括为“反求诸己”，即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

因的理论，其实也就是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内心是

否正直的理论。孟子认为凡做事情不成功者，应首先

反省自身，从自身出发，在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找原

因，若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而然会归服。

孟子对曾子的修心思想做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将反

省自己作为其为人处事的首要准则，通过自省，提高

修身的本领，不断增强道德实践的能力。《孟子·尽心

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357

孟子重视“心”的作用，认为万物他都已经具备了，反

省己身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众所周知，

孟子认为道德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并在人性论上

主张“性善论”，而人“性”善的根源在于人“心”善，

“心”就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和本性，具体表现

为“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因此欲成为一个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不必

向外探求其他方法，只需克己反省，反思自己有无涵

养和扩充“本心”，有没有违背四端的要求，自觉反省、

充分利用自身的善心，并就优良的品质扩而充之，成就

君子美德。孟子的反省方法是由内而外的，重视修心

的作用，强调通过对“心”的涵养和保持来指导道德实

践。“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向型修养功夫，

建立起了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孟子道德修养体系”[14]。

荀子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修身观亦有所论

述，荀子强调向外利用道德与礼法的规范以修心和

反省。与孟子的“性善论”观点想悖，荀子持“性恶

论”，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趋利避害和自私自利的，

人生而为“小人”。因而荀子的修身观与孟子不同。荀

子认为“小人”若想成为“大人”，并最终成为君子，

就需要在后天的生活和工作中不断修心养性，强调人

为和后天教化对“性”的逆转和改变作用，因而后天

的努力十分重要。荀子认为即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

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更不是生来就如此完美，而是后

天不断学习和修身的结果：“尧舜者，非生而具者也，

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15]由孔子至曾子，再到孟子

和荀子，儒家的修身思想是不断的扩充和发展的，孟

子、荀子在继承孔子和曾子的修身和修心思想基础之

上又各有侧重，孟子更偏重于发挥人的道德自觉，其

修身顺序是由内而外的，荀子则更重视外在社会规范

对个体修养的约束，因此是由外而内的。但不论哪种

修身观和修身方法，其最终都是为了提高自身道德水

平，成就君子品格，并对他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时至今日，儒家修身思想对

于人们追求道德人生和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借鉴作用。

曾子的修心思想能够更好地自我约束和自我完

善，发挥先进群体的示范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

子为“天下共主”，周王之下层层分封，但都承认君主

的独尊地位，君主作为最高决策者，其政治地位与作

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曾子主张君主应通过修心加强

自我修养，充分发挥君主的言行对民众的示范和教育

作用。《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於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6]145

孔子认为“政”字与“正”音同，“政”的意思就是端

正，君主自己以身作则，端正自己的品行，民众便会

效而仿之，还有谁敢不端正呢？孔子通过用“正”

来诠释“政”，赋予了“政”深层次的道德内涵，要求

为政者能够身正示范，行为端正，发挥对民众的榜样

作用。只有当为政者的品行端正了，才能规范民众的

品行，进而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即“其身正，不令

而行”[6]152，若为政者自身行为不端正，对人民起消极

的导向作用，民众是不会信从于君主的，即“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6]152。曾子将孔子这一思想进一步发

挥，曾子认为君主发挥示范作用时不仅需要“身”的

参与，也需要“心”的指导，由“心”出发，以“心”来

引导“身”，只有“心正”，才能做到“身正”，“身正”

才能为民众敬仰和学习，才有机会培养社会全体成员

高尚的人格，良好的社会风气才会蔚然成风，国家才

能愈发兴旺。儒家十分重视君主的道德修养，认为

君主的一言一行于普通民众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可

以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提升国民的道德修养，完善人

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使得整个社会乃至国

家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标。

三、曾子的人生境界

（一）曾子的人生境界与君子人格

孔子的君子理想对曾子人生境界的影响深远。

心理学的以往研究表明：来自于个体内部与外部的各

类文字信息是反映人格特质的有效线索。[16]因此，孔

子的理想人格可以从《论语》、《孔子家语》等中华

经典著作中探析。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

107次，通过归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君子是孔子所

向往的理想人格。在谈论君子时，孔子常将君子与小

人作对比，在《论语·雍也》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

子儒！无为小人儒！”[6]66孔子教育弟子要做一个君子

式的儒者，而不要去做小人式的儒者。对于君子和

小人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孔子也做出了界定：“君

彭晓丽：《论语·学而》“三省吾身”章与曾子的修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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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6]18、“君子怀德，小人怀

土。君子怀刑，小人怀贿”[6]4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6]42。孔子将君子和小人作对比，显示出君子和小

人在为人处世和志向追求上完全相反的选择和倾向，

突出了君子人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君子是一种智

行纯洁，思想超脱而淡泊名利的‘超人’。小人是一种

与世沉浮，眼光狭小，而名利热衷的‘普通人’。”[17]由

此可见，孔子理想上的完人便是君子。在《论语·宪

问》中，孔子也具体回答了君子的内涵：“君子道者

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6]175

智、仁、勇在孔子思想中极为重要，被后世视为“三

达德”，在与其他弟子讨论君子人格时，孔子还提出

了礼、义、信、中庸等概论，总结起来，就是君子要

具备仁、义、礼、智、信、中庸的德行与功夫。作为

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对儒门弟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曾子的人生理想也深受孔子影响，渴望成为孔子

那样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并对孔子的君子理想进一

步发挥，深化了君子人格的内涵。

成就具有崇高道德的君子，是曾子人生境界的初

级目标。孔子以君子为修身的榜样，一再鼓励自己

的学生成为君子，在《论语·公治长》中孔子对子贱

说：“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6]47事实

证明，在孔子的言传身教之下，孔子的弟子都以君子

人格自我勉励。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6]226 在礼坏乐崩的悲剧时

代，曾子在人生理想的选择上没有随波逐流。与“仕

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6]227的人生理想不同，曾子坚

持认为君子应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谨慎修己。曾子

于孔子君子理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充和发挥了君

子人格理想，主张君子应该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冯

友兰先生亦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

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

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达到超乎现实

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12]5曾子所追求的

有崇高道德境界和精神追求的君子能够谨慎修德，在

《大学》中，曾子认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

内末，争民施夺。”[1]11曾子认为德行是成为高尚君子

的根本，而财富只是身外之物，是无足轻重的，君子

必须首先谨慎涵养自己的德行，待自己成为德行高尚

的君子之后，才可以推己及人，对他人产生影响，获

得财富。曾子认为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有坚定的人生

追求，有高尚的为人处世方法，能做到“君子以文会

友，以友辅人”。[6]148君子可以用文章和学问来和朋友

聚会，在朋友的帮助下培养仁德。曾子认为成为具有

崇高道德君子的方法便是内省和修心的实践方法，切

己反思有没有提高自己的德行和修养，最终实现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

 实 现 至 圣 ，是 曾 子 人 生 境 界 的 终 级 目 标 。 在

《论语》中“圣人”一词共出现三次，而且每次都与

“君子”同时出现。第一处是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

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6]83 第二处是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6]199第三

处是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

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

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

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6]227 由此可见，“圣人”

与“君子”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圣人”的境界高于

“君子”，君子应以成为圣贤为奋斗的目标和榜样。但

成为圣人的难度较大，一般人难以企及。冯友兰先生

认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

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

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同一。”[12]6儒家对

成为圣贤极为重视，曾子作为儒家的杰出代表，亦怀

抱这样的人格理想。梁启超先生认为，儒家哲学最高

的目的可以用庄子的“内圣外王”一语概之，冯友兰先

生亦认为：“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

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

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

道。”[12]8曾子认为“内圣”需要通过“修心”来到达，是

个人的修养成就，“外王”是在实现了成贤成圣的目标

之后，对社会发挥的功用。

（二）曾子的人生境界对现代道德修养的启示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子的人

生境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为人处

世的行为准则，也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关系提供了标尺。曾子把修心作为人格修养的起点

和重点，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在修心和反省的实践

中不断提升道德修养的水平和能力，成为符合社会规

范的“君子”，追求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圣人”人

格，曾子的这种修心与人生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精神

文明培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

们的物质需求已得到极大满足，但民众精神世界的建

构却不甚理想，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导致个人主义

和功利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一国

的人民是这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同理。杜威先生

曾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争端和仇隙的起源，有一大

半是因为各种民族在习惯上都有各种不同的哲学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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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民族与民族间不能相互了解，因此便不免生出多

种的误会。”[6]可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

任也会导致国际嫌隙的产生，学习儒家和曾子的修心

思想，成就君子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对于个人和国

家都大有裨益。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是社会群体之中的

人，每个人都会对群体价值观的走向和发展产生一定

的影响，社会秩序也会反过来制约每一个社会成员的

成长，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修养美好的品德，形成健全

的人格，成为“君子”，追求“圣人”的境界，社会危机

或将减轻和消除，社会秩序也会井然。在群体中，起

表率作用的人对群体的发展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一

国之中，领导阶层要发挥好模范和带头作用，内省修

身，调节各方的利益和矛盾，普通民众便会信服且效

而仿之。在一家之中，父母要培养健全的人格，给子

女起带头作用，新一代青少年便会茁壮成长，这样全

社会重修养以成君子便会蔚然成风。在我们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以曾子的人生境界作引导，

培养自觉修养自身的社会风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

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意。

结语

曾子传承孔子的修身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内化

为修心哲学，对孟荀及后世的心性论思想产生重要影

响。今天从曾子的修心思想中汲取营养，实现其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提高个人思想道德水平，社会的

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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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1127—1206）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之一，亦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著有《诚斋

易传》等书。因而，杨万里的诗歌，世称诚斋体，不

仅构思新奇，笔调幽默，文字活脱，而且富有理趣，

思想性比较突出。《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评杨

氏曰：“理学思想并没有窒息他活泼的思绪和透脱的

胸怀，却增进了他对平凡事物中蕴含的哲理的思考，

这使他的诗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理趣。”[1]杨

万里的理趣诗虽然算不上很多，但在其诗集中仍是占

有一定比重的。其中的《野菊》一首，即十分值得读

解与阐释。

一、杨万里七律《野菊》简说

《野菊》是杨万里创作的一首七律，见于其第一

部诗集《江湖集》。今据《诚斋诗集笺证》（薛瑞生

校笺）摘录全诗如下：

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

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查看《诚斋诗集笺证》，再对照《杨万里年谱》

（于北山著），可知《野菊》这首诗作于绍兴三十二

年（1162），杨氏时年36岁，为湖南零陵县丞，作诗地

点当为长沙或是由长沙去永州的路上。当时的杨万里

出仕不久，尚为地方小吏，还未迁升京城为官，故可

想而知，那时的杨氏“处江湖之远”（范仲淹《岳阳楼

记》）的心态应当是比较浓重而明显的。《岳阳楼记》

将“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相对举，颇是形

象与恰切。杨氏的《江湖集》之命名，当即是取“处

江湖之远”之义。杨万里当时“处江湖之远”的心

态，在《野菊》中亦有一定的表现，其中的“在野”

一语尤其值得注意。诗中“在野”一语，表面上是用

来描述野菊的，而实际上深意暗含，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士人被边缘化的社会境况。在这一意义上讲，“在

野”与“处江湖之远”显然是同义的。“在野”语出《尚

书·大禹谟》，本指不在朝廷为官，后亦指不出仕而

闲居。在杨万里的一生中，“出仕”与“在野”相反相

成，对立统一。

《野菊》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言志的诗歌，诗人歌

咏野菊，比德于之，借以抒写自己的思想情志：人当

自立、自重、自赏，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而不应依

附于他人，失去自我。首联于对比中开篇，将野菊与

家菊（或谓庭菊）进行对比：与家菊不同，野菊既不

是骚人的干粮，更不是世俗重阳节欣赏的对象。屈原

《离骚》有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颔联实为一反问句，意思是：正因为在野外生

长才有幽雅的姿色，哪里肯因为无人欣赏而减损自己

的妙香呢？这一意思的表达，重要而高妙，使得颔联

两句于诗中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该诗的

主旨。颈联写诗人与野菊山野相逢，如晤知音，喜

爱之，折取之，愉悦之情溢于言表。此联集中体现

着诗中比德方法的实现。所谓比德，即是“将自然物

的天然属性、先天素养与人的精神、道德联系起来，

赋予自然物以深厚的人文精神。”[2]显然《野菊》即是

如此。诗的尾联回应首联，再次将野菊与家菊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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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肯定与推赞野菊的独立性，否定和批评家菊的依

附性，诗人的价值取向蕴含其中，不言而喻。在说家

菊的时候，诗人选择了陶渊明所钟爱的“东篱族”作

为代表，其意蕴亦颇为深远。陶氏《饮酒二十首》其

五有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千古名句。

《野菊》一诗，富于理趣，有着丰富的思想意

蕴，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之略作阐发与论说。

二、对个体独立精神的探求与赞扬

总体而言，古代文化更加重视群体，推崇共性，

抑制个性，而现代文化则更加重视个体，推崇个性，

为个性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仅仅以时间为标准

来区分古、今文化，有时难免简单与机械，若能突

破时间的界限，衡量以某些精神实质，往往就不难发

现，古代文化中其实包含着一些现代文化因素，而现

代文化中其实亦包含着一些古代文化因素。据此去审

视《野菊》就会发现，它虽然是一首古代诗作，但

其实它富有鲜明的个体意识，推崇个性，追求自我价

值，可谓是一首颇具“现代性”的诗歌，值得今人多加

读解与体悟。

在中国古代，人们看重的往往是族群，推崇的往

往是某种共性价值，个体往往受到忽视，个体独立精

神往往受到压抑，个体的依附性往往变得十分突出。

当代著名学者刘纲纪先生即曾言：“我深感在几千年

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依赖观念是太

深了，个体的独立意识是太弱了。”[3]显然，杨万里的

《野菊》非同一般，它背离了当时的思想主流，重视

个体，对个体独立精神作了深刻的探求与高度的赞

扬。于此亦可见出杨万里为人性格的一个方面：灵活

而追求创新。

同时，杨万里又是一位重物而务实的人。他看

重天地万物、自然山水、人间烟火，他要到自然中、

生活中去体验人生，发现真谛。某一个傍晚，山野

之处，诗人与一片茂盛的野菊不期而遇，野菊盛开，

“妙香”四溢，“幽色”迷人，这让诗人不禁大为惊

叹。诗人于此发现了独立的个体——这些野菊自由生

长于野外，外于人的视野，既不会成为诗人的粮食，

更不会成为世人重阳节赏玩的对象，它们与家菊明显

不同，它们业已摆脱了对人亦即对他者的依附关系，

从而获得了充分的个体独立性。在诗人看来，这一点

是弥足珍贵的。野菊生长茂盛，花香四溢，姿色迷

人，其原因何在？诗人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

求与揭示。诗人发现，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在野”——菊生野外，性情自然，获得了个体独立

的精神品格；一是“重己”——野菊不仅自立，而且

自重、自赏，即使无人来赏，依旧积极生长，努力开

放，成就自我。比德于菊，诗人于野菊身上，不仅发

现了一种个体独立精神，而且对这种个体独立精神给

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诗人的这种情感态度，蕴含

于《野菊》全诗，于后两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颈联

中，诗人比德于野菊，视之为知音，肯定称许之意不

言而明。尾联中，诗人的情感态度更为明确，他直接

将野菊与家菊相对比，肯定赞扬前者的独立性，同时

否定批评后者的依附性。显然，诗人于此表现出的价

值取向是值得肯定的，可供借鉴的，在诸多方面都可

为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野菊是一面镜子，诗人不仅

发现了这面镜子，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这面镜

子中的自我——一种理想状态中的自我。

三、对个体价值的反思与重新认定

更深一层说，杨万里的《野菊》还蕴含着诗人对

价值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个体价值的某种反思与重新

认定。

价值即意味着一定的功用或意义。一个个体（包

括非人类的生物个体）的价值，可以分成两种情形：

一是工具价值，即该个体对于他者所具有的功用或意

义；一是目的价值，即该个体对于自身所具有的功用

或意义。在人们的价值视野中，个体的工具价值往往

备受重视，而其目的价值却往往受到忽视，这种情况

在古代尤其突出。就此而言，《野菊》的特别之处在

于，它不仅看到了个体的工具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

同时也看到了个体的目的价值，并且对之给予了应有

的肯定与推重。笔者认为，一种健全的价值观，就个

体而言，既要看重个体的工具价值，又要看重个体的

目的价值；就自我而言，既应重视并实现自己的工具

价值，又应重视并实现自己的目的价值。

《野菊》中，在诗人看来，家菊对自己的工具价

值有着充分的认识，可以“当糗粮”，可以“作重阳”，

可以讨好“陶翁”，但它却忘记或忽略了自己的目的价

值，在追求对他者的依附关系中某种程度上迷失了自

我。或者亦可说，家菊仅仅是依从他者的价值标准来

建构自己的价值，而没有依从自我的价值标准来建构

自己的价值。与家菊不同，野菊刚好相反。在诗人看

来，野菊“在野”，无需依附他者（这里指人），它对

于自己的工具价值是忽略的或拒绝的，它既没有“当

糗粮”，更没有“作重阳”，更不愿去讨好“陶翁”，但

它并非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野菊对自己的目的价值

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确的追求——努力去生长（“半

山碧”），去盛开，飘溢“妙香”，形成“幽色”，以成就

自我价值。野菊非常看重自己的目的价值，或者亦可

说，野菊忽略或拒绝依从他者的价值标准来建构自己

的价值，而是看重或坚持依从自我的价值标准来建构

沈传河：杨万里《野菊》思想意蕴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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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价值。由此不难看出，两相对比，诗人否定、

批评的是家菊的价值取向，肯定、推崇的是野菊的价

值取向。

《野菊》中，借由野菊与家菊的对比，诗人对个

体价值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反思，将个体价值

进行了适当的区分，区分为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当

然，诗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两个词语），与古代人们的

一般认定——肯定、推崇个体的工具价值，忽视甚至

否定个体的目的价值——不同，诗人对之进行了重新

认定——肯定、推崇个体的目的价值，忽视甚至拒绝

个体的工具价值，从而体现出一种具有历史超越意义

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对于人们管理

个体、发展自我、治理社会等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需要注意的是，《野菊》中，诗人在看待个体的工

具价值与目的价值时，存在将二者二元对立的倾向，

值得分析与批评。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

持二元统一的思维，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二者兼取，

但可适当有所偏重。

四、对“师法自然”创作路径的初步意识

“师法自然”是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基本路径，

这一创作路径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探索过

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尊奉江西诗派——学习晚

唐诗歌——辞谢诸家而“师法自然”。杨氏《荆溪集

序》对此有较为具体的交代：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

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

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尝与林谦之屡叹

之。……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

诗，忽若有窹。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

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

数首，则浏浏焉，无夫前日之轧轧矣。[4]

经过艰苦的探索，杨万里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创作路径，“师法自然”，深入生活，积极创新，从而

创立了别具特色的诚斋体。若追溯杨氏这一创作路径

的来由，其《野菊》一诗亦值得注意与探究。笔者认

为，在这首杨氏创作较早的诗作中，蕴含着并体现出

诗人对“师法自然”创作路径的初步意识。

可主要从三个方面去看：1.诗人走进自然，走进

山野，发现了野菊，比德焉而心生情志，形之于语言

而遂成佳作《野菊》。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初步的创

作意识：诗人只有走进自然，领悟自然，才能有所发

现，有所表现，成就佳作。 2. 野菊“在野”，性本自然

而独立，无需依附他者，故可生长茂盛，色香幽妙，

成就佳株。从中不难见出这样的初步的创作意识：诗

人创作当辞谢依傍，效法自然，得其独立之性，随性

而为，方可自由创作，高妙自得，成就佳作。 3. 野菊

菊花，色香俱佳，艳丽非常，原因在于其生于自然，

长于自然，合乎自然之道，属于自然之珍品。从中不

难发现这样的初步的创作意识：诗作当源于自然，成

于自然，合乎自然之道，方可形神自佳，魅力自具，

品第自高，成为天工名作。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野

菊》中的创作意识仅仅是诗人的“初步”意识，或许

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层面，并未形成较为明确的观点

或见识，但笔者认为，这种初步意识是存在的。

杨万里共有九个诗集，按创作先后依次是：《江

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

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可以

肯定的是，杨万里自觉辞谢诸家而取从“师法自然”

的创作路径是从《荆溪集》创作开始的，具体时间为

“戊戌三朝”（即淳熙五年春节），这在其《荆溪集

序》中有具体说明。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在“戊戌三

朝”之前，杨万里对“师法自然”的创作路径是否已

经有所意识或践行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看

一看《江湖集》，虽然诗人明说此集系“盖学后山及

半山及唐人者”[5]，但我们仍不难发现，《江湖集》中

有些诗篇还是反映了杨万里对“师法自然”的创作路

径已经有了一定的意识或践行，略如上文所述，其中

的《野菊》即比较具有代表性。《野菊》是《江湖集》

700多首诗歌中创作颇早的一首，被编排为该集第十

首诗歌。

总之，杨万里的《野菊》一诗，视角别具，构思新

颖，诗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蕴，值得我们

去读解和探求。其中有些思想意蕴甚至颇具“现代意

义”，于今亦是不可多得，尤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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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庵梦忆》是晚明散文大家张岱的传世名作

之一，所记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世间杂事。全书分

为8卷，共127篇小品文。其中，直接以人物命名的

篇章就多达22篇。此外，如《奔云石》《吴中绝技》

《包涵所》《逍遥楼》《巘花阁》等，虽然题目看起来

像是写物，实则写人。这样看来，人物小品在《陶庵

梦忆》占了约24％的比重。31篇人物小品文涉及到38

个人物，其中的32位人物无一不是“痴人”，鉴于“痴

人”在《陶庵梦忆》人物小品中的数量之多，本文拟

对此进行一些讨论。

一、“痴人”概述

《词源》中“痴”的解释有三种：一是不聪明，

“痴，不慧也”。如“痴傻”“痴呆”“痴人说梦”等；

二是癫狂，精神失常。如“痴癫”“发痴”等；三是形

容爱好某人或某物至入迷，无法自拔。如“痴迷”“痴

狂”等。

张岱在《梦忆》中记述了许多各具癖好的“痴

人”，显然他已主观摒弃“痴”的贬义。他曾在《五异

人传》中直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1]136此处的“癖”

是个人嗜好，核心是“深情”，是个体神之所往，心之

所向。“癖与痴是情欲的专注和贲张，也是个性鲜明的

表露。”[2]349个体对某种事物付以深情，狂热并执着地

追求，才可称之为“癖”；“疵”的核心则是“真气”，

是个体独特的个性气质。总的来说，“癖”与“疵”是

个体真性情的反映，惟有率性之人才能有“真情”与

“真气”。换言之，张岱不仅摒弃“痴”的贬义，而且

赋予其新的美学内涵，认为“痴”具备“深情”与“真

气”的双重特性，标志着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正因如此，他笔下的“痴人”真情至性，率性洒

脱，热爱人生，对五彩的世相常常陷入痴迷，好之成

癖。这些人心甘情愿为其所嗜劳碌辛苦。如《范与

兰》中的范与兰喜欢种植兰花以及盆池小景，“建兰

三 十 余 缸 ，大 如 簸 箕 。 早 舁 而 入 ，夜 舁 而 出 者 ，夏

也；早舁而出，夜舁而入者，冬也；长年辛苦，不减

农事。”[3]86与兰对兰花呵护备至，夏天早上搬进屋里

不让它被毒辣的太阳晒焦，晚上抬出去让它得到水的

滋润；冬天则与夏天相异，早上抬出去享受温暖的阳

光，晚上抬进来让它免受寒冻。正因为兰花得到了如

此精细的照料，开出来的花才能香气袭人。《金乳生

草花》中的金乳生也是爱花草如命，他的园中有100

多种花草树木，一年四季皆有花可赏。他虽然体弱

多病，仍不辞辛劳，“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

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

日焦其额，不顾也。”[3]15他蓬头垢面打理花草的样子，

正是其真性情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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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朱楚生》中的朱楚生是一名出色的戏曲演

员，她虽没有姣好的容貌，但潜心戏曲，“性命于戏，

下全力为之。”加之她是个深情之人，“劳心忡忡，终

以情死。”[3]62又或者，闵老子沉迷茶道，而祁止祥癖

好丰富，视其重于自己的妻儿。这些都是张岱笔下的

“痴人”，他们有着独立自由的人格，有着自得其乐

的生活方式，更有着自己的信仰，皆痴狂得可爱，偏

执得有趣。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岱笔下的“痴人”，不仅耽

于所爱，而且精于所爱。如柳敬亭虽外表丑陋，被称

作“南京柳麻子”，但其口齿流利，衣着儒雅，有着

精湛的说书技艺和优雅气质。他在说《武松打虎》的

情节时，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其疾徐轻重，吞吐抑

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

谛听，不怕其不齰舌死也。”[3]57 范长白与柳敬亭颇为

相似，貌丑，但“冠屡精洁”，风流儒雅，为人洒脱，

不仅长于造园，而且精通音乐，有魏晋名士的风度。

“渡涧为小兰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觞，件件有之。

竹大如椽，明静娟洁，打磨滑泽如扇骨，是则兰亭所

无也。”[3]53范长白的园林巧夺天工，此处提到的“小

兰亭”便是仿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集会之雅事。又

如雕刻艺人濮仲谦，“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

勒数刀，价以两计。”[3]21简单的竹子被他勾勒成了艺

术品。后张岱在《鸠柴奇觚记序》中再次夸赞濮仲谦

化腐朽为神奇的雕刻技艺及其作品的不菲价值：“其所

制剔帚麈柄、箸瓶笔斗，非树根盘结，则竹节支离，

略施斧斤，遂成奇器，所享价几与金银争重……彼仲

谦一假手之劳，其所制器，置之商彝、周鼎、宣铜、

汉玉间而毫无愧色。”[3]21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雕

刻的竹器价值不菲，但是不贪慕名利权势，依旧生活

赤贫。还有《吴中绝技》中的“陆子冈之治玉，鲍天

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

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

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3]21这些

“痴人”无一不是当时社会上的工匠能手。

二、“痴人”形象的刻画

张岱的小品文语言精炼优美，表现力极强，兼具

幽默诙谐，雅致又不乏通俗之妙。《陶庵梦忆·自序》

记：“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

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4]1张岱在此表明

写《陶庵梦忆》实为“翻用自喜”，并且对素材的选择

仅是“偶拈一则”，这无疑是其自谦之词。他的好友

祁彪佳所言才更为真实准确：“陶庵所作诗文，选题、

选意、选句、选字，少不惬意，不肯轻易下笔，凡有

所作，皆其选而后作者也。”[5]310 正是张岱对叙事的材

料的裁剪汰洗，才能让《陶庵梦忆》中的“痴人”形

象如此声口毕肖。所谓“偶拈一则”，实则“四两拨千

金”。明亡之后，张岱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但为了

“翻用自喜”，《陶庵梦忆》中的文字表述却是温情愉

悦的，其中的“痴人”之事亦大多是快乐美好的。

（一）精心选取的叙述素材

张岱为文十分讲究精雕细刻，对人物的描写神出

则止，不拖泥带水，务求将精金美玉奉献给读者。

《陶庵梦忆》中的人物小品篇幅短则150字，长则700

字。“痴人”形象的塑造自然无法面面俱到，但注重

挖掘人物的精神气质，旨在还原、突出其“深情”与

“真气”。“选而后作”概括了张岱在创作时，对叙述

素材的选择实乃慎之又慎，从繁杂的素材中，选取符

合写作意图的进行创作加工，使其成为具有指向性、

功能性的叙事材料。张岱对叙述材料的精心选取，主

要体现在对人物及其典型事件的选取上。

前文提到，人物小品在《陶庵梦忆》占了约24％

的比重。纵观张岱笔下的这些人物，虽情态各异，却

对所爱执著痴迷，可爱至极。他主观摒弃“痴”的贬

义，欣赏有“癖”有“疵”之人，尤其是有“癖”之人。

有“癖”之人大多“深情”，能在其所爱之事物上倾注

绝对的专注力，正因如此，有“癖”之人总能在其所

爱上有卓越成就。在《陶庵梦忆》中，他精心选取了

“深情之人”作为写作对象。姚简叔之嗜画、濮仲谦

之刻竹、朱云涞之治戏、范与兰之爱花、陆之冈之治

玉、鲁云谷之医痘……无一不“深情”，无一不是“痴

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的叙述足可见其痴迷

于诸多事物，且多有建树，故能理解诸“深情”之人

痴傻、可笑的行为实为对所耽之物超脱寻常的情感，

旁人不解之痴恰恰使得他们的精神无比充盈。甲申明

亡后，“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

来，总成一梦”[4]1。这些名伶、巧匠等诸多“深情”之

人何尝不是张岱凄苦后半生的心灵慰藉，借以支撑其

完成史书之执念。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痴人”的叙述虽篇幅

短小，但基本都选取了典型事件进行细致的叙述，

集中表现人物的“深情”与“真气”，塑造鲜明的“痴

人”形象。《彭天赐串戏》一文中，彭天赐是个“戏

痴”，痴戏、善戏。“天赐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

经天赐之心肝而愈狠，借天赐之面目而愈刁，出天

赐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

也！”[3]64“经天赐”“借天赐”“出天赐”三句，从“心

肝”“面目”“口角”三方面，由内而外概括彭天赐表

演艺术的出神入化。“狠”“刁”“险”是句中之眼，点

出“奸雄”形象特征。又如朱楚生执迷于戏，亦有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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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许之人。张岱在刻画朱楚生之“深情”形象时，

选取典型事件，“楚生多坐驰，一往深情，摇飏无主。

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哺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

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

忡，终以情死。”[3]62这段叙述精炼形象，字字句句都

极具表现力，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眼、一句肤浅的赘

语，一个忧愁多情的女子便在读者眼前了。

（二）“出之以诙谐”的叙述语言

《陶庵梦忆·序》云：“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

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

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

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3]7 张岱下笔言

不避俗，语多谐趣。“出之以诙谐”主要通过有趣的

日常对话呈现。如《范长白》中“主人与大父同籍，

以奇丑著，是日释褐，大父嬲之曰‘丑不冠带，范年

兄亦冠带了也。’人传以笑。”[3]53再如《张东谷好酒》

一文，“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

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知会吃不会

吃。’”[3]85此处实是一种文字游戏，既含蓄又押韵使

得原意更加有趣。还有《朱氏收藏》中“闻昔年朱氏

子孙，有欲卖尽‘坐朝问道’四号田者，余外祖兰风先

生谑之曰：‘你只管坐朝问道，怎不管垂拱平章。’一

时传为佳话。”[3]69我们很少能在传统的文章中读到这

样轻松戏谑的语言，但是张岱却能在刻画“痴人”形

象时，将这些戏谑之语加工提炼，剔除其中的浮滑浅

薄，带来了诙谐的效果。

张岱作为前朝遗民，外在的变化与内心的坚守具

有强烈的冲突。故人故事，于他而言皆为前朝梦忆，

往昔种种，非梦似梦。“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

人看”，张岱即是笑着将这场前朝美梦说给接受者听。

“痴人”形象的刻画、“出之以诙谐”的叙述语言，喧

闹中看闲静，嬉笑中现眼泪，显现出巨大的文本张力。

三、“痴人”形象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胡益民曾评价张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自

觉致力于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

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6]307张岱

在《陶庵梦忆》中大量书写了戏子、妓女、工匠、艺人

等市井细民，真挚地欣赏他们的性情与才华。他始终

将着力点放在普通人、平常事上，平中见痴、见奇、

见趣。《陶庵梦忆》中“痴人”形象的审美塑造与文化

价值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遵循个人的创作习惯

张岱立志修史，一生写下了近500万字的史学作

品。清顺治三年（1646），张岱50岁，《陶庵梦忆》

成。在此之前，他已经编撰了《古今义烈传》（22~32

岁撰写，48岁继续修改、补充）、以及《石匮书》（32

岁时开始撰写）部分篇章。他创作《陶庵梦忆》的 过

程，实际上也是践行自身文学创作理念的过程，秉承

了他一贯的创作习惯。《古今义烈传》旨在赞颂节义

之士，“使后人知鉴”。该书不以成败论英雄，只有少

数名人，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乞丐、门

客、僧侣等等，刻画的是他们的“深情”，强调的是正

义感与“万死不顾”。张岱在《石匮书·隐逸列传》

和《石匮书·妙艺列传》中所记述的亦大多是名不见

经传的小人物，有艺人、雕刻家、工匠甚至是樵夫。

《石匮书·列女传》则大都是记述动乱年代中妇女

们的悲惨遭遇及正气凛然的行为。《陶庵梦忆》中的

“痴人”形象继承了张岱的创作理念：首先是以普通

人为中心，以其深情与不凡为着眼点；其次是坚持

“实录”，刻画“痴人”形象时多用白描、语言简洁，

不直言爱憎，也不品评褒贬，只是像讲故事一样叙述

精心挑选的主人公事迹，且“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

（二）自我意识的体现

张岱坚持“张子自为张子”的创作主张，认为艺

术创作必须“自出手眼”、“不落依傍”，要有创作者的

真个性与真面目，即艺术作品应是创作者人格的体现

与外化。《陶庵梦忆》中记述的“痴人”不仅仅都是晚

明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且也是他人生观、价值观、审

美观的外在表现。在封建社会，依据出身之贵贱、等

级之高低以及财富之多寡来衡量人的价值。张岱突破

僵化的、主流的审美标准，自立标准。人的价值应以

其内在的品格以及出众的才能来衡量，欣赏小人物用

“深情”的力量反抗礼教，用“不凡”凸显“痴人”

的价值。张岱笔下的众多“痴人”，不论是能工巧匠、

说书艺人，还是伶工艺妓，尽管是普通的人物，但并

非平平无奇、毫无特色。“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

极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张岱反复用“全心”、

“全力”这些词语赞扬他们。“痴人”耽于所爱，精于

所爱，是真正追求信仰的人，是真正个性独立、思想

自由的人。他们都真情至性，率性洒脱，在自己的领

域中有所作为，充分体现出个体的人格尊严与人生价

值。同时，在张岱看来，“雅”与“俗”并非如水火般不

相容，反而可以相互转化。《陶庵梦忆》中的“痴人”

不少是在那个时代里被轻视侮辱的人，但他下笔记

录，略加点染，即成妙语，即成了自合韵秀、亮拔不

群的传世名文。他于“俗人俗世”中看到、体会到普通

人平凡生活中的真诗意，感受到了真正的雅。“痴人”

之雅不在其身份地位、文采风流，而在其“居心高

旷”。耽于所爱，精于所爱的“痴人”是值得赞扬的，

马  露，等：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痴人”形象



34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8 卷

张岱由衷地欣赏笔下的“痴人”，对他们不吝笔墨，

倾心为他们写文作传，再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痴

人”形象，体现其对人的新发现和对人的尊重。

四、“痴人”形象创作的原因

《陶庵梦忆》的创作完成于清顺治三年（1646），

故人故事，皆为前朝梦忆。张岱受特定的文化风尚的

熏染，趋俗、入俗，再加上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悲痛，

便将个人经历与时代结合，进行相关的文学创作。他

既保留了文人雅士之格调，又痴迷于世俗之趣，故能

将目光及文笔聚焦于“痴人”身上，理解“痴人”所痴

所爱，由衷地赞赏他们，与之展开精神交流与艺术对

话。

（一）晚明时代风气的影响

《孟子·尽心上》云：“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

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

人之子与？’”所言即个体所处的地位与环境能易其气

质与涵养。因此，晚明时期时代风气也定然会对张岱

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与熏陶。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遭到猛烈的批判，王阳明、

李贽等思想家所宣扬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被

广泛接受。社会思想发生变异，人们不再固守传统的

科举入仕的功业观，而是着重发现自身的价值，既追

求生活的自适，又注重精神享乐。满足自身的精神需

求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同时，经济方面，随着资本主义

萌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迎合市民

阶层的世俗文化随之发展起来。思想巨变与资本萌芽

的双重重压下，仕途无望的晚明文人开始倾心俗世繁

华，或纵情声色，或高蹈脱俗。他们既保留了传统文

人的高雅格调，又沾染了世俗的享乐精神。文人致力

于创作通俗文学，市民也仰慕高雅之士的闲情逸趣。

文人代表的雅文化，不再局限于思想、艺术、学术等

高深领域，开始体现日常生活的意趣；普通市民代表

的俗文化在节日风俗、文艺活动等方面也显示出了鲜

明的特色。

张岱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受此特定的时代

风尚影响颇大。在人生观上，他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

度，重视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乐；在价值观上，

他不以传统的标准评判人的高低贵贱，反之，他肯定

技、工、商的价值，以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来衡量

其价值；在审美观上，他有着极敏锐的观察力，着眼于

凡夫俗子，从“痴人”的日常生活与偏执行为中发掘真

善美。

（二）个人经历的影响

张岱在《梦忆》中对“痴人”的人文关怀与他的

个人经历紧密相关。

张岱自小就有“神童”之誉，执著痴迷而又多情

且爱深入思考。他出身于一个通世显宦之家，高祖张

天复、曾祖张元忭、祖父张汝霖皆为进士，至父亲张

耀芳趋于没落。经历国变、痛定思痛的张岱在《自为

墓志铭》中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

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

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

淫橘虐，书蠹诗魔。”[1]157虽然他自嘲“纨绔子弟”，但

他成长于书香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耳濡目染，所接

触到的也都是名重一时的大艺术家、大学者，所谓的

“无所不好”实际上大部分属于文化艺术范畴，并且

在这诸多领域有卓越造诣，精神世界极为充实。

受到家族著史的影响，张岱自幼博览群书，有深

厚的史学修养。张岱作为世家子弟，本可逍遥自适，

却立志修史，期望实现“以文事政治平”的理想。据

现存的《祁忠敏公日记》记载，张岱在二十余岁便中

了秀才，但此后几次省试皆败北。其科举运途多舛、

戏谑犹如蒲松龄、吴敬梓。细思之，他屡试不第又是

情理之中的事：其一，张岱在《四书遇》序文中直

言：“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

各家注疏横据胸中。”可见，他读《四书集注》坚持

“不读朱注”，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恰恰是官方钦

定科举“标准答案”，以朱注统一天下文人的思想，早

已是统治者的一项最为基本的“文化策略”。其二，他

既理性，又不循规蹈矩，理性在于对皇帝有褒有贬，

虽忠于大明却非愚忠，在《石匮书》等作品中猛烈抨

击嘉靖、天启、崇祯，“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子

气”[3]22这样的话又有几人敢说出？且有两次落第竟皆

因不“出格”（在科举考试中，遇到“圣上”、“今上”

之类表示尊敬的文字须另行抬头）。这样的行书规范

事关“政治原则”，他如此多次的、反复的“疏忽”对科

举考试无疑是致命的。至于张岱落第后的心情是否如

蒲松龄一般，认为考官“目鼻并盲”，笔者不得而知，

但他的确曾在《石匮书·科目志总论》中感叹自己也

受过“气不得不卑，心不得不细，人不得不酸”的科考

之苦，戏称自己是“钝秀才”。从张岱将《明书》改

名为《石匮书》不难看出，他已认清自身思想的“出

格”与统治者所要求的“不出格”有着不可调和的矛

盾。好在依据《祁忠敏日记》以及诸尺牍记事推论，

40余岁之后，他已看淡科举之事，践行“知行合一”

的哲学观念，将“以文事政治平”的理想付诸于实际行

动中。

1644年，“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

駴駴为野人。”[7]卷五二1他是慷慨义士，赴死或许更符合

他的心性，更能体现他的忠诚。他在《和挽歌辞》中



第  1 期 35

记录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张子自觅死，不受人鬼促。

义 不 帝 强 秦 ，微 功 何 足 录 ？出 走 已 五 家 ，安 得 狸 首

木？行道或能悲，亲旧敢抚哭？我死备千辛，世界全不

觉。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

身修不足。”[8]29自己立志修史，且好友祁彪佳殉难前

嘱咐他：还山完成《石匮书》。因此，他选择坚持完成

《石匮书》。清军大肆追捕，他只得不停逃难，住处

一迁再迁，先由绍兴城迁至城外120里的越王峥，又至

嵊县，再至离县治60里的西白山。1647年春夏之交，

时居稍平，他又搬到了绍兴城南15里的项王里。“历

史不幸史家幸”，逃亡的四年，既是张岱物质生活极

其贫乏的四年，又是他文史才华极致发挥的四年。在

此期间，他完成《石匮书》部分篇章、《四书遇》以及

《陶庵梦忆》。1649年夏，僦居快园《甲午初度，是日

饿》及《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两诗述尽

其生活的潦倒、困窘。至1654年， 更是“千磨万难，备

受熟尝”。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张岱花费了27年的

时间，直接参考材料200余种，初步完成300余万字的

《石匮书》，“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

勿书”[9]1。又反复修改，共历时40余年终于完成了这

部煌煌巨著。王雨谦赞其“特与《史记》并有古今。”

在张岱看来，满清入主中原，摧残中原文化，反思历

史、保存文化之不堕乃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石匮

书》未成，尚视息人世”，“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

足”，“余生有几日，著书敢不勤？”如此语句“如泣如

诉”，反复出现在张岱晚年的作品中，如郑所南写《心

史》之心思如现。笔者不免惊叹，张岱何尝不是一个

“痴人”！而《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又何尝不是

“痴人说梦”呢？

结语

伍崇曜称《陶庵梦忆》为“文人撰梦写录”。张岱

《陶庵梦忆》中的“痴人”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以及

晚明时期所特有的启蒙思想。由于经历国变，深沉的

故国情怀使他的情感抒发有别于同时代前期文人休

闲安适的情绪流露，人物描绘也侧重于真挚性情的展

示。其作品中的主角“痴人”，不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市

井庶民，都有各自的爱好、嗜癖等，要求享受人生的

快乐，实现自我的价值，又多具智慧、才能、技艺，

体现出人所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和创造力。张岱把自己

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人生感慨渗透到笔下的人物

形象中，在诗意的描绘之中寄寓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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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诗歌是德育和美育的重要资源。中国现当

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生命活力正在于与时俱进地追踪

时代精神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而实现德育

与美育的融合贯通。因此，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及其

审美呈现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

问题。本文首先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里讨

论新时代诗歌的主体性（人民性）重建，再以李少君

的《海天集》为例，探究新时代诗歌人民性的审美呈

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诗

歌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个概念由《诗刊》积极倡导。

《诗刊》主编李少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时

代’既是政治概念，也是经济概念，这个概念还要落

实转化为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的概念，包括诗歌的

概念。”[1] 在李少君看来，“诗歌作为社会变革的风向

标，作为新时代的号角，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

文艺的先锋，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1] 除了理论倡

导，李少君还在创作实践方面为新时代诗歌发展提供

助力。

2018年，李少君的诗集《海天集》由江苏人民

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诗人从海南到北京后四年多的新

作。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品自觉参与建构

新时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性。

回顾当代诗歌四十年的历史，李少君认为，当代

诗歌经历了“对外学习的阶段”（朦胧诗时期）、“对内

寻找传统的阶段”（文学寻根时期）、“向下挖掘的阶

段”（诗歌“草根性”时期）。在此基础上，李少君认

为新诗将迎来“向上超越的阶段”。[2]从当代新诗发展

史的角度和眼光来看，当代新诗存在着以上几个阶段

的承接关系及其构成的发展脉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当代新诗创作不存在内在矛盾和危机。实际上，建构

新时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性正是对矛盾和危机的回应。

如论者所言，“90年代中期，白话诗分化为两大阵

营：即本土民间主导的‘口语写作’与西方话语主导的

‘知识分子写作’，而且内在的冲突也愈演愈烈。”而

两个阵营“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谁的90年代？”[3]

关于这种争论有一种看法是，所谓“知识分子写作”

与“民间写作”，“前者的姿态，似乎更近似于六七十

年代之交，欧洲知识分子‘退入书斋，以书写颠覆语

言秩序’、以文本作为‘胆大妄为的歹徒’的选择；而

后者则选取某种甘居边缘的态度，以文化的放纵与狂

欢的姿态挑战或者戏弄权力。”[4]79

实际上，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

作”，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脱离人民大众实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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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诗歌写作归结为一种语言策略的形式主义倾向。

“知识分子写作”致力于“以书写颠覆语言秩序”；

而“民间写作”的早期代表诗人韩东提出“诗到语言

为 止 ”，主 张 诗 歌 只 有 排 除 了“ 政 治 动 物 ”“ 文 化 动

物”“历史动物”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中国诗人的道路

才真正开始。[5] 问题是诗歌排除了政治、文化和历史

之后，还剩下什么？这不禁让人想起巴赫金对形式主

义的批判：“形式主义者在确定文艺作品是独立于意

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时，”“他们是把作品同作品赖以成

为历史真实的和客观实体的所有环境（思想视野的统

一体、社会交际的客观现实和作品所处时代的历史现

实意义）隔离开来。其结果，作品陷入主观消耗空洞

感觉的毫无出路的循环之中。”[6]230

而且，上述“圈子化”、“阵营化”现象同时也包

含着诗歌权力之争。两个阵营关于“究竟是谁的90年

代”的争论在意的正是诗界主导权，而且，与上述形

式主义倾向相伴随并予以支持的是后现代思潮之下历

史虚无主义盛行。

基于上述背景，新时代诗歌面临建立新的主体

性的问题。新时代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文艺的人民性。

在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就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

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

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

牛”。在艺术境界上努力做到“让人动心，让人们的

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

灵的美”[7] 。我国文艺的人民性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

兴盛于建国后十七年时期，在当今利益分化的市场经

济社会重建文艺的人民性需要一个历史实践过程。实

际上，新时代诗歌重建主体性的过程就是重建人民性

的过程。而李少君诗歌参与建构新时代诗歌创作的主

体性，同时也就是参与重建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

以人民性的观点来看，《海天集》中很多作品扎

根现实生活，从人们日常性的生活情境中生发诗情诗

意，通过对自然与人事的抒写，“让人们发现自然的

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从题材上来说，诗集中的

作品大致分为“海”、“天”、“地”、“人”四类题材。

以“海”为题材的作品，以在场或隐身的视角，

呈现由种种意象构成的海上情景，赋予大海（以及海

上诸般事物）以灵性和主体性，表现海与人契合融

通的关系，由此表达诗人的自我认同。例如《我是有

大海的人》一诗中写道：“我是有大海的人/我对很多

事物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

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

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

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

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8]1-2诗中，

与大海朝夕相处的经历塑造了“我”的个人观念和自

我认同，让“我”具有海阔垂天般的境界，海上雄风

般的激情，大海的情景正是自我的隐喻。

实际上，《海天集》中对江河湖海的书写可视为

一类，海洋题材的书写逻辑同样在表现江河湖的作

品中延伸。例如，在《金华江边有所悟》中，先表现

“深重的虚无感”、“像雾霾一样包围人世”的“功名

利禄蝇头小利的计算”，最后笔锋一转写道：“在流淌

的金华江边，我慢慢地走着/目测江对岸世界的广度，

体验时间的长度/清风携带着细雨飘散到我脸上/我的

呼吸开始和江流一样变得平缓起来//在青色的天空

下，在越来越开阔的江面上/我看见一只白鹭在微波之

上缓缓地飞行”[8]62-63 。在工具理性支配的市场经济社

会，价值理性缺失带来的“深重的虚无感”以及“功名

利禄蝇头小利的计算”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自我倾向或

者病态，而“金华江”却潜藏着让人提升自我、治愈

病态的功能，那只在微波之上缓缓飞行的“白鹭”正

是抒情主体自我提升的象征。

《海天集》中，以“天”为题材的作品以天象、

天气、季节、时令为表现对象；以“地”为题材的作

品表现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及文化记忆。这两类同

样是以描写自然风物为主的诗歌，与描写江河湖海的

诗歌一样，其诗意发生的方式是靠情境（意境）的

构造，而不是依赖于语言策略。即是说，诗意产生于

人加入到自然情境构造当中，赋予自然万物以主体

性，开启人与自然的沟通和对话。这不只是说情境是

“情”和“境”的结合，而是说诗歌情境中为抒情主体

或者其他人物设置了或显见或潜在的位置，而这个位

置就是召唤读者进入的位置。因此这样的诗歌包含着

一种召唤结构，具有召唤读者审美介入和情感认同的

功能，因而这种个人抒怀的诗歌就具有了公共性和现

实性。例如，《雪夜》中写道：“雪夜寂静，虚无是一

片清白迷幻的月光/生，就是那一连串细碎杂沓的脚

步声”[8]71。《西湖，你好》中写道：“我一过去，它们

就四散而逃/只剩下一只长尾山雀大摇大摆地漫步/池

塘边的鹭鸶和我皆好不惘然//所以，近来我有着一个

迫切的愿望/希望尽快认识这里所有的花草鸟兽/可以

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然后，每次见到就对它们说：你

好”[8]32-33。

其实，《海天集》中有些诗可以作为诗人的创作

论来读。例如，《美的分寸感》中写道：“深夜，他蹑

手蹑脚地潜入/却仅仅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没有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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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东西，包括她的心”。[8]69 诗中“他”对“她”绝

非占有的珍爱态度可以视作诗人对待自然的审美态

度，“她”是自然的隐喻。而《初溪》中写道：“春水

暗涨，白鹭飞过/在空中写下一行飘动着韵律的诗”。
[8]102 这似乎是说自然可以成诗，但还是需要诗人的审

美介入。正如《自然之笔》中所写：“自然的手笔”描

绘不出“凌晨走出家门时/那一阵风寒扑面而来的清冽

之气”[8]111。《三亚》中写道：“一个我沦陷其中，另

一个我超然于外/深知这不过是一场美丽的心灵迷失事

故”[8]122。对于审美对象，既“沦陷其中”又“超然于

外”，既是“一场心灵迷失事故”又对此有着清醒的自

觉意识，从而将其对象化，这种创作方法有对古典诗

学的借鉴，但本质上还是人从自然中走出之后的现代

产物。李少君有“自然诗人”之称，有论者认为他的

自然书写是一种现代生态主义。《海天集》中《冲决

雾霾囚狱的潜艇》一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海天集》中以描写自然风物为主的诗歌当然有

“人”的在场，而诗集中还有许多侧重于人事描写的

诗歌。这些诗作歌咏乡愁、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各

种美好的人际关系。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长篇叙事诗

《闯海歌》。这部作品以诗人青年时代的闯海经历为

叙述线索，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广阔的生活

画面和多样的文化记忆，这标志着诗人的创作出现了

一种更加鲜明地表达现实关怀和展现人民性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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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the Aesthetic Presentation of the Poetry in the New Era 
——Taking Sea & Sky as an Example

LI  Hu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Poetry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mor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aesthetic presentation of poetry in the new era ar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poetry in the new era is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Li Shaojun's poetr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ry cre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of poetry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ffinity to 

people, many works in Li Shaojun's Sea & Sky are deeply rooted in real life. They origin from people's daily lif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e and people, they endow all natural things with soul and meaning, enabl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let people feel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beauty of life and the beauty of 

soul"and find the aesthetics with which poetry endows the social life.

Key words: poetry in the new era；affinity to the people；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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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末日撞击》看科幻小说潜文本的形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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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科幻作品的世界中，“潜文本”既构成内容又充当形式，当主体、语言、世界联袂互动时左右逢源，

帮助表述且助力解读；亦隐亦显、亦真亦幻的独特个性，既体现其鲜明的“识别标志”，又彰显其诡谲的“特异功

能”，作者借此“讲述一切”，读者因此震聋发聩；确立潜文本的“文学形式”地位，不仅造福科幻作品，而且对大

众文化的“裂隙论”和“空洞说”具有批判意义，并对大众文学超越大众文化指出了一条具体路径。潜文本的显现

应当归功于“慢读”。“慢读”不同于快餐式、碎片化的浅阅读。它细嚼慢咽、洞幽察微，讲究整体化的解读与深度

化的品味，摒弃闪电式的快感和碎片化的意义，从而敏锐捕捉作品中的“微言大义”与“另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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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显得漫不经心，

快读速览成了时尚，经典慢读反被视为迂腐。因此，

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的序言中才如此

伤春悲秋：“代代相传、被尼采称为‘慢读’的传统，

己经迹近湮没。本书企图借助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细

察，在驰援的队伍里凑个数。”并且“希望这个过程

能够证明一件事情——分析可以是快乐的”[1]1-2。面

对伊格尔顿“正义的吁请”，我们不禁要问：当伊格尔

顿怀念“慢读”时究竟在怀念什么？

一、快读看到了“安全焦虑”

詹姆斯·伍德说：“小说之屋，窗开百扇，门唯

二三。”[2]1 探视小说之屋，既可推门“速览”，也可

开窗“细察”。但方法不同，景观便大不一样。比如

对于美国长篇科幻小说《末日撞击》，若非开窗“细

察”，只是推门速览，大致只能看到一个事件、三个故

事和半个结局。

一个事件，说的是一颗“陨星”坠落美国缅因州

海中，地球遭到外星武器的“攻击”，人类与外星展开

殊死博弈，触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

故事A：阿贝，一个美国黑人女孩，她凭借偶然

拍到的陨星轨迹，艰辛探秘，首获陨石入口踪迹；助

力白宫特工巧破高难密码，发现“外星武器”；智闯

卫星地面站，向外星人发送“和解”信息，使地球免

遭劫难，让人类化危为安。

故事B：科索及其同伴科学家的遭遇。美国国家

航天推进实验室受到外国间谍渗透，科学机构上演着

反科学的闹剧：发现火星伽马射线异常的科学家弗里

曼遭解雇、被暗杀，记录最高机密的数据硬盘被复制

和外泄；科索受托继续探秘，同样招来杀身之祸。

故事C：福特，一位白宫退役特工，他受命白宫

追寻“奇异物质”踪迹，潜入柬埔寨发现了陨石出

口，并毅然炸毁矿井，解放受奴役的矿工；他抢硬

盘、斗杀手、破诡计、揪间谍，反对政客的偏见愚

知、阻止白宫的鲁莽行动。

故事惊心动魄，结局更出人意料。但快读可以

体验快感却无法把握意义，即使“结局”也未必可

靠，这就是“半个结局”的道理。在卡尔·雅斯贝斯

看来，散漫随意的阅读，只是追求“当下的满足”和

“转瞬即逝的快乐”，是人类精神散漫与知识贫困的

表现，是社会教化“普遍降格”的结果[3]115，反映了心

浮气躁、急功近利的时代精神状况。假如以这种阅读

方式来观照《末日撞击》这部科幻小说，就会猎奇求

新、嗜血见阴，甚至以偏概全、扭曲误读。其中只有

快感，毫无意义；除了焦虑，别无他物。

这里，存在着国家危机。曼谷发现蜜蜡石，里

面混合着放射性物质。国安部门忧虑“非法核试活

动”[4]11，反恐人员担心宝石“成为脏弹的材料”[4]75。

确认袭击地球的“奇异物质”来自火星，并再次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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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4]124，白宫焦虑升级：“地球正危如累卵”[4]114。危

险来自火星的小卫星德莫斯，那里潜伏着一个外星人

武器——德莫斯机器，焦虑终被证实，三天之内将再

次对地球发动攻击。[4]153

这里，发现了科技焦虑。在世界范围布下监测

核试装置，却发现不了近在咫尺的陨石入口。刚刚纠

正“柬埔寨偷偷核试”的错误，又出现“两颗星同时

撞击地球”的误判。[4]75月球被袭，可是滔滔不绝的天

文学家“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4]124想用核武反击，

要“花九个月时间才能到达火星”，让人造卫星进攻

“要几个星期才能到位”，而外星武器“分秒之间就

能将我们摧毁” [4]153 。而且，令人焦虑的还有巴基斯坦

间谍的渗透和中国科技的竞争。

这里，看到了世界灾难。“撞击产生的大量的电

磁脉冲正在摧毁全世界的电网和计算机网络。”白宫

接到报告，“中东在进行自杀式爆炸，印度尼西亚在对

基督徒进行大屠杀，而在我们国家，有些人正聚集在

教堂里，等待自己的灵魂升天。” [4]155世界步步惊心，

处处焦虑。科学家被杀害，无辜者遭屠戮。柬埔寨的

蜜蜡石矿井“跟地狱毫无二致”。[4]51诗梳风小镇上，

“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在行动；特雷诺村里，留下了

“高棉时代的创伤”；山头寺庙中，发现了“越南战争

的遗迹”[4]42。 在这里，无论个体牺牲还是民族劫难，

都在宣示一个事实：人类灾难太多，世界血腥太重。

二、慢读品出了“另类书写”

快读让人一眼看到了“安全焦虑”，但焦虑之外

却另有隐衷。当我们切换到“慢读”语境重读这部

作品，似乎发觉“另一个”文本，在亦实亦虚地“言

说”某些特别的东西，揭示某种另类的含义。只是，

在快慢显隐之间，两种解读产生巨大张力，不禁让人

质疑：快感来自何方，张力出自何处？

追问快感和意义的源头，便无法绕开文学的形

式与内容、文本与解读的话题。美国文化理论大家

约翰·费斯克就盛赞大众文本中的“裂隙”和埃菲尔

铁塔的“空洞”[5]230，断定所有的快感和意义均源于解

读，与文本毫无关联。米斯特拉尔曾宣告“除了形式

一切皆无”，瓦雷里也声称“当我渐入佳境时，我让

‘内容’服从‘形式’”[6]63。但在近代批评中，更多人

则赞成克罗齐在《美学》（1902）中的观点：“内容必

须具有形式，形式必须充满内容”[6]62。所以伍德才认

为，阅读一部作品，除了需要手指触书染墨，还要竖

起第三只耳朵，进行“音乐性的阅读”：测试一句话的

准确性和韵律，倾听那些和当代词汇藕断丝连、几不

可闻的旧词的呢哝，注意形式、重复和回声[2]131。

如果不相信“裂隙”与“空洞”可以无端喷涌快

感 和 意 义 ，便 只 能 欣 然 接 受 韦 勒 克 的 意 见 ：“ 我 们

不可能将形式与结构同价值、规范和功能等概念分

开”[6]73；并尝试在“主体、语言、世界”三者互动运

行的逻辑关系中寻找快感和意义的源泉。[7] 于是，当

我们重回慢读语境，开始伊格尔顿所说的“高度警

觉的阅读”——不仅关注作品的内容，而且警觉于

“一切可归于‘形式’的东西”[1]2，并与科幻小说的宏

观背景综合考量，便会发现，文本中“传统观点突然

遭到了搁置，解禁的快感宣告隐藏于生活内部的另一

面。”同时，“另一种意义正在隐约降临，众多琐碎的

细枝末节意味深长地闪烁起来了” [7]。

首先，快感激活了。“文学的快感来自于文学形

式的编辑”。文学形式“始终主宰快感的起伏、节奏，

或者制造一个余味深长的结局”，致使“生活中屡屡

碰壁的欲望转入文学的幻想获得了完美的实现”。正

是借助文学形式的神奇魔力，文学的快感在《末日撞

击》这部幻想小说中造成了一种被福斯特所称道的

“根本的混乱”[8]151：“大叙事”却用了“小人物”，不

是形塑“政治伟人”而是讴歌“草根英雄”，权力舞台

上的主角变成了科幻世界的配角，乾坤颠倒、主次逆

转，用的是“戏谑”笔法，却激活了新的快感——政治

威权被挑战、弱势群体受关注、主流意识遭搁置、边

缘观点受凸显。而且，这种情理反常、主次逆转的“曲

笔”也正暗示：此处言说“不俗”，此文书写“另类”。

其次，意义迁移了。围绕意义生产，主体、语言

和世界之间始终交织互动，此起彼伏。复杂的语言，

以其强大的符号秩序逼迫主体神话的陨落：“主体不再

是一个独立的意义来源”，并且主体“只能使用各种话

语表述意识到的世界；独立的语言”则从不在乎“城

堡上飘扬什么旗帜”，因此宣告“文学形式如此特殊，

文学赢得了自主的存在”[7]。与此同时，主体反抗符

号秩序的冲动也始终存在。某种新的言说和意义开始

“在原有故事的语言枷锁中呐喊着，要从其中挣脱出

来进入另外一个语境” [9]220-221，试图建立一种在结构之

外的“德里达式的中心”：一个不是中心的中心。[10]141

《末日撞击》采用“三线并行、明暗对比”的叙事策

略，遵循的正是这种意义转化的逻辑。三个重点故事

以三条明线表述，白宫及其政客的故事只作“暗线”

简化处理，在整部长篇中仅出现8次，并始终处于陪

衬位置。“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使故事发展节奏

紧张紧凑，让故事画面如电影蒙太奇，场面不时切换

变化，矛盾不断碰撞激荡，并在“明暗对比”中显优

劣、见是非，持续造成意义迁移更新，从而言说新的

东西，揭示另类意义。

接着，微言大义出现了。宏大叙事可以垄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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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但无法覆盖世界。虽然“宏大叙事的生产空前繁

盛”，但依然可见“各种微型的小叙事此起彼伏、前

仆后继”。正是由于这种执著，才让“诗的神奇修辞

令人惊叹：只言片语之间，蛰伏于日常表象之下的某

种可能突然暴露……某种特殊的意义穿过了庸常尘世

而熠熠生辉” [7] 。《末日撞击》小叙事异彩纷呈，闲言

碎语机巧隽永。人类焦虑“末日撞击”，却被告知外

星人射击就是给我们“发送一个讯息”[4]160、“一次示

警”[4]145。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洞见“过度焦虑”。

也许，德莫斯武器认为人类“是个非常危险的生物

种，需要铲除”，因为“过去一百年来，凡是了解我们

的都会对人类不以为然”；也许，它发动袭击“是因为

我们有冒犯它的行为” [4]139，火星勘测飞行器照亮了德

莫斯，“它刚刚被激活”[4]154 。这“两个也许”，鞭辟入

里、发人深省：人类的许多灾难，其实并非“天灾”而

是“人祸”。“把这件事当作危及国家安全的突发事件

是不对的。它是危及星球安全的突发事件。”[4]158“我

们放弃军事手段，跟他们沟通吧。” [4]139“这世界己经

变了。一个开放、合作的时期——至少在世界大部分

地方——似乎即将到来。”[4]161这些微小叙事，更是微

言大义、震聋发聩。

同时，“潜文本”显现了。它完成了“另类书写”，

表达了对人类“过度焦虑”的焦虑。它讥讽政治过

度与权威失效，抨击人类错误的宇宙观和“动物式野

蛮”，强调宇宙不是一座“黑暗的森林”，每个文明并

非都是“带枪的猎人”，不同文明之间不该互相猜忌、

相互杀戮[9]73；它呼吁人类摒弃“国家安全”的偏见，

以“星球安全”的视野应对“共同的灾难”，并给人类

的安全战略指引了一条与政治权谋、核武战略迥然不

同的对话沟通、化敌为友的全新路径。潜文本似乎还

告诉我们：当今时代，人类必须包容异质文明并反对

单边主义的行径，“即不能用任何民族、国家的一己

私利来替代整个人类的福祉，也不能将单个国家的道

德标准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法则”[11]4。因为这既无助于

克服人类共同的危机，也无法根本消除自身的焦虑。

其实，人类的“安全焦虑”并非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

源于自身的“虚弱”。由于狂妄自大，“在达到力量的

制高点后人便像俄狄浦斯那样必然要体验到他的绝

对的无能为力”[12]361-362。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一

样。因此，为了超越“安全困境”，人类必须重新聆听

那条古老的律令：“认识你自己！”[12]4 它来自先哲苏格

拉底的教诲，并早已镌刻于德尔斐神庙的门楣。

自此，我们已经追溯到了快感和张力的源头：二

者都来自“世界”，来自表述与解读。但另一个问题又

翩然而至：对于表述和解读，“潜文本”究竟担负着怎

样的角色？

三、潜文本的形与用

在科幻作品的世界中，“潜文本”既构成内容又

充当形式，当主体、语言和世界联袂互动时左右逢

源，帮助表述且助力解读。鉴其双重身份与特殊功

能，至少可从三方面描述它存在的意义。

其一、“形式”辨。潜文本并非特立独行，而是与

“显文本”同歌共舞。二者同居一室，“两本一体”，

就像硬币之两面、阴阳之两极。潜文本并非科幻作

家的正剧大戏，只是其“余兴表演”——福斯特曾

用这个术语描绘过幻想小说[8]122。但潜文本却成了科

幻小说极具价值的“文学形式”：它亦真亦幻、亦实

亦虚、亦显亦隐、飘忽不定，既成为鲜明的“识别

标志”，又彰显其诡谲的“特异功能”。在表述的世界

中，它“划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并“容许所有的可

能性在相互矛盾的张力下共存”[1]101，丰富了话语形

式，构成了意义之争，从而表达了观照世界的另类意

义。从解读的角度看，因其独特形式的邀约，读者既

看大戏又赏小品，不仅注目科幻天地而且观照人间世

界，从而避免了走样和误读。尽管散逸、游荡于作品

世界的似乎只是闲言碎语和细枝末节，但它却是精心

型构的神来之笔：凝聚着作者娴熟的技巧和过人的胆

魄。可以说，潜文本是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为人

类绽放了美丽的“幻想之花”。因虚幻的外表往往掩

饰真实的意图，它常常鼓励勇敢者“言人所未言，说

人不敢说”。所以，作者借此“讲述一切”，读者因此

“振聋发聩”。虽然乌托邦的梦想充满风险，但它始

终不可或缺：正如刘易斯所言：“为了反对现实世界，

我们构建了乌托邦。我们能够容忍这个现实世界，也

正是因为有了乌托邦。” [13]3

其二、“问题”论。潜文本的显现撩动了另一个

亟待回答的问题：大众文本的裂隙里究竟有什么东

西？辨析“裂隙”的内涵问题其实是在追问读者与文

本的关系。《阅读行为》的作者伊瑟尔认为“阅读需

要一种张力”——保罗把张力表述为“空隙”——为

了向读者提供更多的“心理兴奋”，“空隙就必须拉到

最大”。这似乎支持了“裂隙论”的逻辑。但伽达默尔

“他不认为读者能够施展神迹，仅凭直觉就能感受到

另一个时空的观点。”他认为倘要激动读者，文本就

“不能走得过远”。这种争议让伊瑟尔的“空隙论”

最终与“裂隙论”分道扬镳而同韦勒克和沃伦达成共

识：“价值是确实地或潜在地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

即不是由读者硬塞进作品中去或由于联想依附上去

的，而是读者在有着特殊的洞察动机的优势下，从作

品中看出来的。”[14]248这些辩证的观点对极端化的“裂

刘姗姗：由《末日撞击》看科幻小说潜文本的形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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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论”“空洞说”具有批判意义。就像“许多想象的

花园，园中却有真实的癞蛤蟆，以供人欣赏” [14]207，

大众文本的“裂隙”里也会存在勾连读者与文本的某

种实在的“东西”。正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接受“一

片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 [14]217，这种强调心理因素

的观点，但绝不同意主观主义文化能动论将主观与直

觉奉为上帝。否则，便支持了“对价值随心所欲的解

释和对个人怪诞思想的颂扬”[14]145，并且纵容“浅白

论”“空洞说”继续误导和助推大众文学走向浅白化

和庸俗化的歧途。

其三、“路径”说。“浅白论”成了大众文化的“现

代性魔咒”，二者似乎存在一种荒谬的逻辑关系：“大

众的”就是“浅白的”，只有走向“浅白”才能走向“大

众”[15]。正因此，大众文学遭到大众文化归并捆绑，

被简单化、同质化和边缘化。自此，大众文学告别了

深度化与精致化书写的道路而误入了浅白化和庸俗化

的歧途。大众文学应当重新获取准确的定位，并认真

审视“回归”的路径。

海德格尔早已明示，文学应是如此景观：它“创

造了崭新的诗意世界，创造了诗意生存的生命。”并

且应当如此诗意：“语言之词在人的话语中发音和回

响，在铅字印出的字样中现身和闪耀......词作为一种

富于感性的意义，行走在大地与天空之间的广阔地

带。语言敞开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处

于天地之间的人栖居在世界之家中” [16]7-9。重温这些

深情的描述，难道我们不觉得，将功能性产品与文学

性产品相提并论，对于文学来说，其实是一种误读与

错位。时代在嬗变，“大众”在重组，大众文学理当

回应大众更多的期待。如果精英文化不是有意区隔大

众文化，大众文学也未被降格为“群氓文化”，它就

必须具备“大众”的取向和“文学”的内涵。因此，大

众文学若要追随大众，就应当坚定这样的进取方向：

以文学性回归文学，以多样性走向大众。为此，大众

文学必须独树一帜，不与浅白和庸俗为伍，矢志不渝

回归文学的建制，重登文学的殿堂；还要始终“坚持

理念的开放化，催生类型的多样化，追求价值的多元

化，” [15]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结语

罗蒂认为文学是人类“最后一个乌托邦”，就像

荷尔德林的诗说的那样——它让人类“充满劳绩，但

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16]4。因此，罗蒂文学

救赎的理想才坚定期待“文学崇拜”的时代，并希冀

“仔细阅读”的观念能完全取代“科学方法”的观念
[17]445。正如人类需要“乌托邦”，文学也需要“慢读”。

一种阅读方式便是一个时代症候，快读慢读跳动的都

是时代的脉搏。快读只能提供闪电式的快感和碎片化

的意义，唯有慢读才能破除现实的“遮蔽”，让文学引

领我们到达诗意，感受无限。因此，揭示一部科幻小

说潜文本的奥秘，不是展示淫巧奇技，而是追随一种

前瞻的思想。因为，伊格尔顿怀念“慢读”，并非无病

呻吟，而是在忧虑一种危机，怀念一个时代，追求一

种价值。

福楼拜曾说：“阅读是为了活着”。呵护“慢读”

便是呵护“文学乌托邦”，珍爱文学艺术便是珍爱人

类自己。因此，假如文学的时代并未终结，即使文学

救赎的理想依然前景不明，我们也应接受文学批评家

的态度和习惯：回归慢读的传统，珍视文本的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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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直以来，“批评”与“创作”是相互独立却又互

有影响的两个系统，对其关系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和创作的互动关系研

究；二是批评与创作的对抗关系研究。不管是和谐互

动关系还是对抗关系，“批评”总是处于“创作”文本

之外居“他者”位置。然而，“批评”与“创作”的互

融关系，学界尚未纳入到批评史范畴进行研究。本文

尝试挖掘寄存于文学创作中的批评表达，联动创作和

批评关系的新思考和新论证。

一、创作式批评形态的提出

相对于创作，批评是“他者”性存在，批评主体

以“旁观者”姿态，采用各种批评文体对作家的创作

进行学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果被称为批评的“理论

形态”。吴培显《创作与批评的冲突与互动》、党圣元

《传统文论理论与批评和创作实践相互融通特点说

略》、应天齐《从我的创作经历谈批评与创作》、司

宁达《论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网络文学批评和理论的互

动关系》等论文都涉及到对两者互动关系的阐释。然

而，批评与创作平行发展而又互动的态势并不总是和

谐，对抗性关系始终存在，诸多学者就此类问题提出

了多种解决方案。如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

系》、宋艳芳《寄生、共生还是对抗？—文学创作与

批评的关系转变及当代英国“学院小说”》等，他们

在肯定创作与批评具有一定独立、对抗关系的基础

上，将其置于社会生活环境中，提出批评家和作家都

是当下实际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虽参与方

式不同，但具同构性。杨俊蕾《实现“在体化”，重建

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的关联》一文试图弥合创作与

批评的敌对关系，以“在体化”实践为基础，建立理

论与创作平等对话、相互促发的动态关联，力图减少

“误读”与“偏差”。法国著名批评家蒂博代跳出创作

与批评的关系范畴，在《批评生理学》中实现了对批

评主体选定的突破。他从批评主体职业的角度开创了

批评家、作家、记者等多种批评主体并行共存的批评

局面，打破了以专业批评家为主体的单行格局。这一

局面在“媒介化批评时代”更是一种常态化存在，直

接催生了新的批评文本的产生。杨琳《社会转型期文

学批评的跨媒体现象分析》、黎杨全《数字媒介与文

学批评的转型》、蒋小英《媒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

等论文针对媒介的变更，认为创作文本和批评文本合

流的迹象愈发明显。由此观之，创作与批评合体并形

成互融关系，创作文本成为了另类批评文本，被纳入

到批评研究的视域中来势在必行。而且王先霈、周伟

民早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小说理论批

评材料界定时，就已经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八种

材料来源，除了序跋、评点、史论、目录学著述、笔

记杂著、专题论文外，“诗文”和“小说”两种文学文

本也被作为批评材料来源，明确提出了“小说中也直

接或间接表达作者的小说理论观点。”[1] 这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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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扩大了古代小说理论批评资料的范围。遗憾的是并

未据此向前推进，忽略了其为批评形态之一种的规模

和趋势。

基于理论的探究，创作与批评互融关系的被提

出，使得批评不再是依附于“创作”而存在的“他者”，

而是上升到“寄主”（希利斯·米勒语）地位，侵入到

文学创作领地，从而解构了作家和批评家在传统观念

下的二元对立关系，带动了对批评主体、作家主体和

批评文本的重新思考。在学术实践上也成果初现，

王丹丹，陈建森《试论明传奇中的创作式批评方式》

（2018）将创作式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形式落实到明代

传奇文本中，提出明传奇中的创作式批评主要有三种

形式：一是剧作家借副末开场或剧末曲词表明创作意

图；二是剧作家借副末开场表达戏曲创作观；三是剧

作家通过评论干预表达对剧中人物和事件的评判，引

导观众审美取向。[2]此项研究将创作式批评中的显性

表达在具体性、个案性文本中明确，成为创作式批评

形态成立的有力证明。这样的例证不仅在明传奇中，

其它的小说文本中也散状分布，形式不一，需要细细

爬梳。本文对此不做详列，而是指向另外一个问题。

如此特征的显性形态的批评表达只是创作式批评形态

视域中的一部分，还有隐性形态的批评表达尚未有人

提及，本文意对此进行特征概括和理论论证。

二、创作式批评形态特征

创作式批评形态理论释义的关键性因素有两个：

一是批评主体——作家；二是批评媒介——文学文

本。从批评主体方面看，创作式批评的主体是作家，

但是将作家作为批评主体有被误解为“作家批评”的

嫌疑，其实这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传统批评观

念中，作家和批评家历来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作家

是作品的生产者，批评是批评家的本业。虽然法国批

评家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中已经在批评家之外，

将作家和记者列在批评主体之内，成立了“批评共和

国”[3]。然而此处作为批评主体的作者和作家，仍然

以理论方式参与批评活动，其实质是对传统批评模式

的承继和强化，从概念属性上解释仍然属于学界共识

的“作家批评”范畴——作家兼职批评家进行理论型

批评表达。而在“创作式”批评形态范畴中，作家作

为批评主体是指作家的批评表达一方面是通过直言发

表理论见解于文学文本中，诸如借助人物语言、开场

卷首语、夹叙夹议式直接评论等诸种方式，属于创作

式批评的显性形态；另一方面则是蕴藏于创作中的隐

性批评表达。它不是通过理性的直言的方式发表严密

系统的关于文学的理论见解，而是通过审美的方式

呈现于鲜活的作品中，寄寓批评于形象、结构或表述

中，潜在的诠释着诸种文体的概念和特征，以范例形

式完成对文体的评定。这是创作式批评的隐性形态。

虽然此种形态的批评深深地蕴藏于作家的审美经验

中，缺少坚实的理论概括，其中所包含的评价与判断

还有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地方，但是“理性和审美经验

毋宁说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态度和方式，他们

可以互相说明，相互验证，但不会相互替代。”[4]9在

创作式批评形态的理论语境中，作家和批评家趋于同

一，文学文本与批评文本趋于合流。此种评定是对以

诸多“批评文体”（如序跋、评点、书信、专论、凡

例、专论等）为媒介、以“直言”为方式的批评“理

论形态”霸权的反驳和质疑。因为文艺批评易受时代

观念、文化政策以及个人选择的影响，所以不同表达

方式或借助不同媒介所形成的批评文本并非单一。文

学文本一定程度上作为批评媒介，所蕴含的批评表达

作为批评格局中的一部分，当与批评的“理论形态”

并存。

三、创作式批评成立的理论机制

把作家和文学文本纳入批评的范畴可以说是对

“批评”的一次扩编，可能会引起反对意见——任何

现象无不被纳入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成了大杂烩，

扰乱了批评的边界。笔者认为，这种扩界并非唐突和

牵强，是批评形态研究发展的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理

论依据。

（一）理论缝隙中的“先行观念”

作家通过创作表达的批评虽然与批评家参与文学

批评的方式不同，但批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

性。因为作家个性无法超越时代共性，而且其创作也

必然受作家本人对文学地位、功用以及创作规律理解

的制约。这种制约即为创作之初的“先行观念”，一

直处于存在却没有被当做批评资源对待的状态。正如

有学者所言：“任何事物的本体都不会抽象的、纯粹地

存在，它必然要体现为现象（或者形态），具有一系列

由自身决定又展示自身的外在表征。”[5]也就是说，它

潜藏于“形态”中，借“形态”显示自己，但又决定着

“形态”。而“形态”作为事物的表征则是外显的，具

有一定的姿态和形状，并且为人的感官可以直接触及

的。“批评”也不例外。它是以两种方式存在，物质的

存在和观念的存在。虽然学界没有明确把创作之外的

“先行观念”作为批评的异方式，把文学文本作为观

念化批评的物化形态对待的理论言说，但从一些理论

缝隙中可寻得蛛丝马迹。

郭绍虞曾提出“以文学批评史印证文学史”的学

术理念，从印证的角度将批评史和文学史相互联系。

其后王运熙则利用具体文学创作中明显的审美倾向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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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这一理念。该理念和研究实践虽然没有直言文学

创作中蕴含一定批评表达的结论，但明确了文学创作

中先行批评思想的存在，以及创作是对批评思想的践

行。罗宗强在研究文学思想史时，提出了文学创作主

体倾向同理论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研究文学思

想史除了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

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

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6] 这一认识虽然是针对文

学思想史研究说的，但其中所提及的文学创作中的思

想倾向与文学理论批评之间的联系性给人启发。无论

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批评思想与文学理论中直言阐发

的批评思想是相合还是相左，但作品中的创作思想所

具有的批评成分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这一角度可以

把文学文本引入批评一极，在文学文本形态的基础上

形成一种批评形态。

（二）“文本”生产“批评”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曾提出文学活动有四

极，以作品为中心，由世界—作家—读者形成互有牵

涉的网状结构。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打破了现代主义

所构建的“中心”，在为文学研究引入了诸多新观点

和新视角的同时，也在理论操作和写作阅读实践上实

现了一系列颠覆，影响较大的是语言学理论下的“作

品”与“文本”的区分。传统的文学活动中基于作者的

“创作”而形成的“作品”被“文本”置换。这不是简

单易名，而是更换了分析重心。“这一重心转移完成

了静态的作品存在向动态的文本生成的转变，交叉、

倍增、散播、互文性等新观念就被合乎逻辑地引入了

文本实践。”[7] 此观点明确表达了文本具有生产的能

力。由此分析开来，文学作为语言实践，其本质不是

再现和表现，而是“生产”，文本也因其生产性而具有

了多元性。那“文本”与“批评”的关系何在？

1.“互文”生产批评。依据互文理论，“文本”能

生产“互文本”。按照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文本”

有“广义文本”和“狭义文本”之分。但此处本文以

“狭义文本”——以文字为载体、围绕主题形成的有

一定长度的符号形式来解释与批评的关系。关于“文

本”的“互文性”，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指

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8]2此

处的“‘另一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文本’，

可用来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

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而‘吸收’和‘改

编’则可以在文本中通过戏拟、引用、拼贴等互文写

作手法来加以确立。”[7]4-5对于“互文本”学界存在两种

观点：一种以罗兰·巴特为代表，主张文学作品是许

多其它相关文本的组合，是新作品但不具有原创性，

而且也不可能被彻底地完成，因为读者会把自己不同

于别人的理解模式带入阅读过程。此种观点极尽可能

地放大读者而消减作者。另一种观点则力挺作者。艾

略特在强调“传统”作为个人创作的素材价值时，认

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

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7]4-5此观点强调了

“互文”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存在意义。索莱尔斯也

在《写作与革命》和《一个现代文本的语义层面》中

指出：“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

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

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它文本的整合和

摧毁作用。”[7]33而恰恰是“整合”与“摧毁”的过程格外

凸显了文本写作者的控制力，其中所蕴含的“重读、

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即是文本在“互文本”的基

础上“生产”出来的“差异”与“他者”，也正是文本写

作者的新思想所在。更具体地说，“互文性”在以“新

文本”否定“旧文本”的过程中，是一个弘扬主体地

位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文本

的人物、故事、文类规范进行颠覆和解构，其主体性

的呈现本质上也就是思想异质化的彰显。所以从后一

种观点对“互文”作为写作手法的强调来看，文本中的

“互文性”担当了批评的功能。因此，“文本”可以生

产批评。

2.“表述”建构批评。“表述理论”是巴赫金在语

言哲学范畴内形成的系统理论，对于语言学研究具有

重大意义。笔者拟将“表述理论”从语言学中剥离出

来，给予它对“批评”研究的价值关照，分析其于本

文所提出的“创作式”批评形态合理性的理论意义。

“创作式”批评形态中，将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媒介，

承载批评表达，本质上是关注“话语”的意识形态现

象。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表达“一方面要具有物质

化的客观存在形式，另一方面要能够超越它的物质性

而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它需要特殊的材料来建构并

且只有在社会交流中才能被建构。”[9]即所有的表达都

是以符号为材料，恰恰创作中所包含的批评表达正是

以“话语”为最典型和特殊的符号材料，而且使“话

语”材料获得具体意义的途径就是通过“表述”。创作

中的“表述”较一般语言包含一种更为特殊的东西，

即“历史现象的现实性”。[7]7基于这点，巴赫金在理论

上主张“言语”先于“语言”，在实践上从具体的“言

语”表述出发去真切地把握“语言”的社会性和现实

性。而且言语与语境密切相关，不同的语境下同一个

词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文本作为一个

特定的语境，语言表述时的词语选用并不是照搬于词

典呈中立性，而是在呈现每个词及物意义的同时，也

齐晓倩：创作式批评形态理论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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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了每个词所携带的表述者的专有情绪和态度，从

而使得每个词无可避免地带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这

样被创建的意识形态产品在互文的作用下又成为了另

外的话语环境，依此发展为循环态势。据此，以言语

为材料库的“表述”不再是一个自然体，而是微小的

近乎被忽视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事件，表述总是

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会

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正是贯穿

于表述中决定其意义的那种的现实性。”[7]8因此，这种

现实性“决定对象、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

体表述内独特的组合。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

选择以及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联系。”[10]本文提出的创作

式批评所强调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媒介，具有批评功

能的界定就是根植于这种“历史现实性”中，“社会评

价”架构了“表述”和批评的桥梁。据此，作家的创作

文本作为批评媒介之一在语言“表述”和批评构建的

关系得以确立。

（三）“创作”践行批评

除了创作手法可以“生产”批评外，文学文本创

作本身也是对文学批评的“践行”。法国“如是”小

组领袖索莱尔斯就是利用创作践行理论观念的代表。

在理论上他致力于“文本写作”的新文学形式，极力

凸显文本的“互文性”特征。在写作实践上，为践行

“互文理论”特制小说文本《悲剧》和《数字》。

《悲剧》是以“引文的拼接”方式，《数字》则采用开

放式框架、断断续续的场景和虚幻的现实等手法揭示

文本间的关联性和相互性。罗兰·巴特曾评价说“真

正的文本理论必须到‘如是’小组的文本实践中去寻

找。”[7]33同时罗兰·巴特的《S/Z》同样也是以“可写

性文本理论”为依据的一次大胆实验和对“互文理

论”的一次精彩展示。此外法国“新小说派”作品也

是践行先锋理论的典范，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

就是本着“物本主义”的原则去颠覆“作者”的无

所不能，是对“作者死亡”观念的生动践行。由此可

见，文学文本中包含着理论因子、具有批评功能并不

突兀，也绝非偶然。

南帆先生对于这种现象也有所提及，在《文学

批评书册——观念和实践》中他列举了诸多“批评文

体”，除了学界所公认的札记、批语、注释、序言、

书信、对话体、谈话录等批评文体之外，诗和寓言也

被作为批评文体出现。用诗体进行文学批评、阐释文

学观点古已有之，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即为典型事

例，所以诗歌作为批评文体具有的批评功能在学界已

被充分证明。但“寓言”这种文学文体被称为批评文

体还是首次。“寓言的特点即是将抽象的道理寓托于

形象的故事之中。”“假如批评家希望自己的表达更为

通俗，更易于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欣然接受，那么

寓言肯定能成为他的好帮手。”[3]60 依据此理，小说也

是通过故事和情节表达作者潜在的观念和思想，文本

中隐在的批评思想也当属批评的一种表现，具有批评

的功能，与“寓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众所周

知，对理解的东西进行写作，通过叙事的策略把它表

现出来，实际上就是一个解释和评价的过程；采用什

么样的叙事策略本身就是对某一问题的一种评价；对

叙事策略的更新更是一种评价；相同的主题用不同的

术语或形式表达出来，也包含了评价；对原来的术语

所包含的内容或者说所表达的内涵的不满，自然就涉

及到潜在的评价。所有这些都是以隐性的方式表达批

评，是批评形态考察时不可忽视的一种。

结语

借助批评文体表达批评的方式，其公认度在传统

批评视域中是一种常态，而且也是典型态，而蕴藏于

文学作品中的批评自然是非主流。批评作为一种活

动，行为是多维度的，结果自然也分时期分方式洒落

于各角落，形成个性鲜明的形态特征。创作式批评形

态根据如上分析，显著特征有两点，一是创作与批评

同体，批评是从文学文本内析出的；二是批评的产生

与“先行观念”“互文”“表述”等息息相关，具有联动

式特征。将“创作”和“批评”结合为同体模式并置于

“批评形态”的视野下，必将呈现“创作”和“批评”

关系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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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尼亚诺夫是在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后期出现的

理论家。他于1927年发表的文章《论文学的演变》系

统地论述了他的文学史观。不过在此之前，早期的俄

国形式主义者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文学史研究。这一

派的文学史观产生于20世纪一十年代末形式主义者与

俄国文学史家维谢洛夫斯基的“人种志说”的争论。
[1]34在争论中，为了批评维氏“新形式的出现是为了

解释新的内容”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开宗明义地提

出了“新形式的出现是为了代替已经失去审美特点的

旧形式”的观点，为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

奠定了基础。然而，早期形式主义者没有能够很好地

解决文学研究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问题，致

使他们的文学史观解释力有限。迪氏提出“体系”与

“功能”的概念，试图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早期形式主义文学史观的不足。虽然

迪氏的文学史观有些许不足，但是他在文学研究的共

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的结合方面做出了更多有益的

尝试，启迪了捷克结构主义初期的思想，非常有价

值。就此而言，迪尼亚诺夫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学

者。下文将对他的观点、问题与意义展开具体阐释。

一、迪尼亚诺夫面对的理论问题

俄国形式主义兴起时，俄国文学评论界充斥着

艺术社会学传统，即他律论的文学史研究模式。这种

模式可分为传记式和社会运动式两种。传记式的文学

史研究局限于作者层面，它不仅将作者的生平和心理

因素看作是影响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重要因素，更

将这二者看作是影响文学史——由文学作品和文学现

象组成——的重要因素。社会运动式的文学史研究，

则将大量的历史材料融入文学史的书写之中，用一些

笼统的概念（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为文学史分

野，将文学史的演进看作是一种自然完善与进步的过

程。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者普遍反对这种文学史研

究，他们认为“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2]213 ， 文学作

品是一个自足的存在，不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者

将文学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读者的心理因素，并将其

概括为“自动化——可感觉性”的公式。[3]379 每种艺术

形式都会经历一个从“可感觉”到“简单认知”，即从

“自动化”到“可感觉性”的过程。在“可感觉”的状

态下，文学作品的每一处细节都会受到审视，接受者

审美感受的过程变长，从而产生一种“可感觉性”（陌

生化）的效果。一种艺术形式会不断训练人的感官思

维，使得人的感官对其逐渐熟悉乃至于视若无睹。之

后，人的感官便进入一种“简单认知”的状态，以一

种“自动化”的态度对待这种艺术形式。文学史的演

进就是一个“自动化”到“可感觉性”的过程。前一

迪尼亚诺夫文学史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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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文学流派的形式失去了“可感觉性”的效果，不

再被引起注意，变成了“自动化”的东西被读者的感

官所熟识，不再能够作为这一时代的主导；后一阶段

的文学流派，则以其形式具有的“可感觉性”效果抓

住读者的感官，成为新的主导流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早期形式主义者视文学作品

为一个自足的存在，但他们在解释文学史的演进时，

还是将读者的审美感受纳入考虑。然而，他们并不关

注读者的审美感受的具体内容，只是将它视为文学作

品形式演进的内部动力。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

文学作品的内容，这一文学史观该如何解释文学该往

何处去的问题呢？文学潮流的钟摆可以在a与b两个流

派之间不停地摆动，不需要新流派的出现。正如巴赫

金所举出的例子，普希金与杰尔查文可以无休止地相

互否定下去。[2]218文学演变成为了两个文学流派之间

不停地相互否定的过程，文学史在实质上没有进步，

更无方向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早期形式主义者无法正确处理

文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理论

出发点是为了反对19世纪俄国艺术社会学偏重外部因

素的传统，但却矫枉过正，将一切外部因素都排除在

他们的研究之外。迪尼亚诺夫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

为，局限在文学内部的研究是不全面的，文学作品是

审美“体系”而非文学手法的总和[3]377，  文学史是一门

即将列入“文化史”范畴的学科，这门历史既包括确切

意义上的文学事实的历史，也包括一切语言学活动的

历史。[1]101 可以看到，迪氏不再严格遵守文学内部研

究的界限，他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文学视为“体

系”，而不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技巧”，试图实现

文学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因素之间的调和，并在此基础

上展开了他的文学史研究。

二、迪尼亚诺夫的文学史架构

（一）社会习俗与文学

迪氏提出“体系”的概念，将文学纳入一个大的

体系之中，将不同的文学作品纳入不同的小的体系之

中。同时，与文学相邻的社会习俗则被归为文学的邻

近体系。同一类文学作品可以组成一个体系，不同时

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组成一个体系，因此体系同时具

有了历时性和共时性。他还提出了“要素”的概念，

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体系之中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

例如：情节这一要素，在诗歌中发挥的功能与在散文

中是不同的。

体系与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要素与体系中

的其他要素乃至与整个体系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这个

要素的“功能”。“功能”可以分为“自主的功能”与

“共主的功能”。自主的功能是一个要素与其他体系

中类似要素所发生的关系；共主的功能是一个要素与

同一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发生的关系。[1]103 自主的功能

与共主的功能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例如：普希

金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一方面可与文学语言以及俄语

语言的词汇体系进行类比；另一方面也可与普希金

诗歌的其他要素——情节、格律、节奏等——进行类

比。

迪氏认为，社会因素对文学的演变具有主导意

义。他的文学史观的关键在于通过言语功能将文学的

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沟通起来。

1. 社会习俗通过言语功能与文学取得联系。早期

的形式主义者将“技巧”作为研究的核心，却忽略了

外部因素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的影响。按照索绪尔

提出的“言语”与“语言”的观点来看，文学作品的语

言形式同社会中人们使用的语音形式一样，都属于言

语的范畴，而语言则是一种具有广泛概括性的规则。

言语形式要受到语言规则的影响。语言规则的形成离

不开具体的每个人的使用，也离不开社会集体的约定

俗成，它时时刻刻要受到社会习俗的检验。所以，社

会习俗通过影响言语形式，进而参与到文学作品的构

成之中，影响文学的演变。例如：莎士比亚的英文原

著即使是对于一些母语为英语的人来说也很难读懂，

这主要是因为莎翁是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创作的。再

如，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观众是世俗社会的普通市

民，所以小说中会有很多世俗社会常用的俚语。

2.文学的反向拓展。在联系之中，文学体系也要

对邻近体系产生影响。迪氏将文学具有的这种社会功

能称为“反向拓展”。[1]112文学作品会塑造很多人物，

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

特、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这些人物一旦成为典

型，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个性以及所做的事情，就

会成为语料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甚至成为一种

社会习俗而固定下来。文学语言所体现出的鲜明风格

也会被人们常常谈起，还会成为作家的代名词——尽

管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海涅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个

性，与他本人是相去甚远的。但是人们倾向于接受这

样的事实：海涅本人就是这样的。长此以往，海涅甚

至会成为社会习俗中描述某一性格的专用名词。

3. 警惕一种错误倾向。在将文学体系与邻近体系

建立联系的时候，迪氏特别提醒文学史研究者要警惕

一种错误倾向[1]112，即把具体作品与邻近体系联系起

来的错误倾向。也就是说，不能直接将邻近体系与具

体作品建立因果关系，适用于单独个体的规律并不一

定适用于整体。所以从整体上看，单部作品在邻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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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化，并不能揭示文学体系演变

的一般规律。对这种错误倾向的警惕，不仅体现了迪

氏在将外部研究引入文学史研究时的审慎态度，同时

也可以看出，迪氏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制约文学体系

内部所有作品的演进规律。这种思想，与弗莱试图为

所有的文学作品寻找一种普遍的系统的观点是十分类

似的。因此可以认为，迪氏已经开始尝试用“结构主

义”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

（二）历时与共时的结合

早期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倾向于纯粹的共时性

研究。然而实践证明，纯粹的共时性研究是不切实际

的。因为共时体系中的每个要素，都有它的过去和未

来。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使用的是古英语，这种英

语在现代的人看来具有一种古朴典雅的风格；在审视

这种语言的时候，人们同时也会发现其向现代英语转

化的革新趋势。因此，过去和未来是体系中不可分离

的结构因素。[1]117 然而，那种将形式的要素用历史的顺

序排列起来的做法也不是迪氏所提倡的，他认为这是

一种伪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只是具有了表面的历时

性，却没有将处于历史顺序中的形式要素的内在演变

逻辑进行研究，只是在研究“将军的历史”。[1]100

迪氏用“体系”的概念，将文学作品纳入一个大

的体系之中。前文已经论述，文学体系和与它相邻的

社会习俗是密切相连的，通过“类比”，文学体系就

具有了社会习俗所具有的历史的内涵。同时，体系必

然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其中包含一堆复杂的结构规

律，文学体系与邻近体系的类比必须建立在对其中包

含的结构规律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迪氏认为，“体系

的历史也成为一种体系”[1]117，每一种体系都是在历史

过程中的，同时，每一种体系的演变必然是遵循一定

规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时与历时的对立显得毫无

意义。虽然共时与历时是相互交融的，但是为了方便

说明，这里将迪氏文学史观所具备的共时和历时的因

素进行单独考察。

在共时方面，文学作品通过要素的功能有机联系

在一起。以文类研究为例，按照一般的观点来看，散

文与诗歌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格律。同时，也存在着

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人们都认为，有格律的散文仍然

是散文，没有格律的自由体诗歌仍然是诗歌。[1]107 即

使一些散文带上了诗歌的格律，我们仍旧认为它是散

文；一些诗歌没有格律的因素，我们却仍旧认为它还

是诗歌。迪氏认为，“这是因为散文和诗是互相类比

的”[1]107， 他们二者的体裁要素是联系在一起的，一

方的演进与变化，同时也会带来另一方的演进与变

化。确定了这一时代的诗歌是什么，同时就确定了这

一时代的散文是什么。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对文学

分类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不同的。例如：在古希腊文

学中，对诗歌与散文的分类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内

容”要素。

在历时方面，文学体系在与邻近体系的联系中具

备了历史的概念。如前所述，文学体系与邻近体系是

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文学体系的历史性可以通过邻近

体系（社会习俗）来赋予。在文学体系所处的这一时

期内的文学事实，在上一个时期很可能只是一种语言

现象。例如：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之间的信件，在这

一时代是一种文学事实，可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只是一

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生活事实。在不同历史时期中，

同一种语言材料可以生发出不同的效果，然而，只有

在其生发出文学效果的时候，这种语言材料才可以成

为一种文学事实。因此，文学事实的存在与历史的变

迁有着必要的关联，孤立地对作品进行研究而忽略了

文学体系与邻近体系的关系，不仅会忽视历史变迁对

文学事实的影响，还会有害于文学研究。

（三）文学进化的图式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雅各布

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文学与其他一切

意识形态或文化类型不同的独特性。[1]24 也就是说，

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心理因素、社会、政治等都被排除

在了文学性之外，文学性存在于作品的技巧、手法等

形式因素之中。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使文学成

为文学的东西”[1]24。 迪氏肯定雅各布森所提出的关于

“文学性”的基本概念，但是他认为“文学性”不是

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一种文学事实的存在取决于它

的差别的性质[1]104，这种差别只有在类比之中才能体

现出来——功能就是一种相互类比关系。也就是说，

要素的功能决定了文学事实的存在，从而决定了对文

学现象所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要素功能的

变化使得这个时代作为文学作品的信件，在上个时代

可能仅仅是一种用来交流的社会事实。所以文学性不

取决于文学作品本身，而取决于文学体系与邻近体系

间的关系。他将邻近体系概括为社会习俗，并认为文

学演变的动力产生于文学与邻近体系之间的相互联

系。

前文所述的“自动化——可感觉性”公式是抽象

的、相对的。一种文学要素完全可以对这个民族来说

是可感觉的，而对那个民族来说是自动化的，那么关

于文学演进的解释就会因缺乏固定的看法而陷入相

对主义之中。迪氏为“自动化——可感觉性”公式加

入了参照系，将接受者的心理感受放在社会环境中加

以把握，从而使得这一公式更加具体。他认为，某种

秦天：迪尼亚诺夫文学史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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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素的自动化或可感觉性并不来自于它本身而来

自于它的功能的变化，即它与邻近体系关系的变化。

例如，诗歌形象要素的自动化是在与社会习俗的对比

之中才可发觉的。如果这种形象要素被社会上大多数

人所使用，那么诗歌形象要素的功能就会减弱，产生

“自动化”的效果，其在诗歌中占据的位置会让位给

其他要素。

三、迪尼亚诺夫文学史观的理论意义与困境

（一）结构主义思想初露端倪

迪氏在“系统”与“功能”的视野中研究文学史

观，体现了一种整体、系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可以看

作是结构主义的萌芽。他排斥对文学作品的个别表述

进行个别分析的做法，而主张对文学语言的使用进行

一般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试图建立起一种关于

文学结构的内在规律。他的文学史观影响了艾亨鲍姆

与雅各布森的观点，他们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向

结构主义。

迪氏系统论述其文学史观的文章《论文学的演

变》正是写给艾亨鲍姆的。在迪氏之后，艾亨鲍姆明

确提出了要研究文学演变的历史规律，并将这一规律

概括为系统性的“结构”。他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

要在文学演变中找到历史规律的特点。”[1]53 一方面，

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文学研究相同，它们都是研究不

受人影响的东西；另一方面，偶然的、一般的东西也

不应该进入研究者的研究中，因为这些东西完全可以

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来把握。艾亨鲍姆试图在有关

文学演变的众多联系中厘清脉络，给这些联系分类，

将那些不属于历史的偶然性的东西放在一边，从而建

立起一个有系统的、封闭的文学史结构。他直接指

出：“文学——历史事实是个复杂的结构”[4]124。他将文

学史现象当作材料，这种材料进入文学史结构中，在

结构规律的影响下发生演变。从这种结构规律的意识

出发，艾亨鲍姆特别重视文学类别的形式及其替代。
[1]53 因为文学类别既包含历史演变的痕迹，又体现了

分类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具有结构的意味，只有那些

符合要求的文学事实才可以进入这一结构之中。

前文已经讲到，迪氏反对将具体作品与邻近体系

联系起来的错误倾向。他虽然没有像艾亨鲍姆一样明

确提出“结构”的概念，但是从他对错误倾向的反对

中可以看到，他和艾亨鲍姆一样在寻找一种制约文学

体系演进的普遍规律。而艾亨鲍姆正是在迪氏观点的

影响下，进一步地将这一普遍规律概括为一种系统性

的“结构”。

雅各布森与迪氏的关系更为密切，迪氏的许多观

点甚至就是他和雅各布森共同提出的。在二人合写的

文章《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问题》中，他们提出了九

个论点，包括：用稳定的理论来统摄文学和语言学研

究，文学史与其他历史体系是紧密联系的，从功能的

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材料，共时与历时的结合，共时的

文学体系与时代并不吻合，区别并研究言语和语言，

分析语言和文学的结构规律，将文学体系与邻近体系

进行类比。这些论点不仅总结了后期形式主义的主要

观点，也体现了捷克结构主义的初期思想。[5]12

雅各布森与迪氏一样重视对结构规律的研究，

他认为，在文学作品的结构、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文学

中，可以看到一种“支配地位”。[4]132 这种“支配地位”

保持结构的完整性，并控制结构中的其他成分。对于

一种文学类别来说，起初一种“支配地位”决定着这

种“文类”，并为其命名，同时，在这种文类中还存

在着其他不可忽视的从属部分。逐渐地，居于从属地

位的部分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部分，原先那部分退为

其次。雅各布森用“支配地位”来统摄结构，一个结

构中不同部分对“支配地位”进行争夺，从而可以有

机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已经触及了结构主义的核

心——系统思想和整体观。[6]189

（二）二元论的困境

迪氏特别支持将外部研究引入文学史研究之中。

在其他形式主义者那里，也不乏这样的观点。如托马

舍夫斯基认为，“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7]79，  关

于文学演变的原因可以从社会文化中进行探索。日尔

蒙斯基则认为，文学是多种事实，既包括文学事实，

也包括政治事实、哲学事实等，因此形式化的研究方

法不能解决所有的文学史问题。[6]150

然而，迪氏等人对待外部研究态度是特别谨慎

的。迪氏反对将外部因素与作品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

关系，在他看来，邻近体系只能够通过言语功能来对

文学产生影响。虽然有时候邻近体系也可以直接对一

种文学体系的存在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仅是偶然

的，还是可替代的。迪氏以南美洲的某一部落文学为

例。[1]111 南美洲的一些部落存在着一个类似于普罗米

修斯的神话，然而这些部落从未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

响。也就是说，假如南美洲的这些部落受到古希腊文

化影响的话，那么是可能发展出类似普罗米修斯的神

话的；如果这种影响不存在，文学体系可以从内部发

展出类似的神话。然而，迪氏忽略的是，这一文学体

系的存在，虽然不是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但很有

可能是受到了南美洲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迪氏只能解释关于文学史发展“是什

么”的问题，而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的问题。

当文学发生演变的时候，为何是a与b两个流派发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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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而不是a与c或a与d。为什么文学演变的“革命”

会在这个时候进行？一种文学体系为何会产生？然

而，迪氏又不愿意在外部研究上面做过多的让步，他

反对将外部因素机械地、直接地与文学体系联系在一

起的做法。尽管他也认为，对文学史进行单纯的内在

研究并不能解释演变的速度、演变的途径以及演变的

方向问题。[1]118 所以，迪氏陷入了一种二元论之中，

以至于他自己也承认，将邻近体系对文学体系的影响

限制在言语功能上是不全面的。

其实，迪氏无法走出“二元论”的困境，根结还

在于形式主义的理论支柱——“文学性”上面。形式

主义者不排除文学性之外的东西在文学中存在，他们

认为，文学与文学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学可以被

分为“文学性”的部分和“非文学性”的部分。正如

一部作品，既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其文学性，同

时也可以作为心理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的范本来加

以研究。但是，后者不在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也就

无须关注。所以，形式主义者对于文学的认识，本身

就是二元的。因为形式主义者没有看到，在那些他们

认为属于“文学性”的形式要素中，可能存在着心理

学的或者政治学的内容；而在那些他们认为属于“非

文学性”的部分中，同样也可能存在着形式的要素。

文学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

其一分为二地看待，试图强制性地对文学进行二分的

做法注定要失败。迪氏虽然认为“文学性”是不断变

化的，但是他并不否认文学性的内涵。所以，从他继

承“文学性”的观点起，他的文学史研究注定要陷入

“二元论”之中。

什氏对文学史下了不完善的定义。迪氏将他的理

论进行了具体化的完善，解决了抽象的心理主义的弊

端，并将历史的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之中，完美地诠

释了“文学史是形式要素的历史”。然而，文学史的研

究不仅要解释文学史“是什么”，也要解释文学史“为

什么”是这样的，即解释文学史的方向问题与动力问

题。

虽然迪氏认识到了文学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邻

近体系，但是“文学性”的立场使得他只将关注点集

中在与言语功能有关的社会习俗方面，忽略了实际上

与文学存在联系的其他社会方面。因此，迪氏对动力

问题的解释是不全面的，他只是将什氏关于文学发展

动力的观点补充得更圆满，却没有实际地解决文学发

展的方向问题。他认为，形式的替代不是最主要的过

程，形式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变化，只有偶

然的因素才会导致新形式的产生；功能的变化是最主

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演变中各个体系的

替代。这样看来，文学史仍然是一种替代的历史，它

在实质上没有进步，文学演变依然可以是两个文学流

派之间不停地相互否定的过程。

结语

虽然俄国形式主义的诞生受到欧洲实证主义、科

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其理论立场主要还是来自于对

19世纪俄国艺术社会学传统的反驳，这难免导致什克

洛夫斯基等人在推出其观点时，多有“矫枉过正”的

惊人之语，受困于文本“自足性”等难题。在这一点

上，迪尼亚诺夫显然也陷入了形式主义者们共有的困

境。例如：由于“文学性”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二

元论倾向，使得迪氏在外部研究方面迈出的步伐极为

有限，难以对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迪尼亚诺夫仍然在有限的

范围内做出了超越时代语境的努力：通过外部研究的

引入，以及“体系”、“功能”概念的提出，迪尼亚诺夫

完善了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史观。较之其他形式主义

者，迪氏的文学史观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外部研

究与内部研究的结合方面做出了更多有益的尝试。甚

至在后来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洛特曼的结构主义符

号学中，都可以发现，他们那种将“文本结构”与“非

文本结构”相结合的理论倾向，早在迪尼亚诺夫这里

就已经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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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ynianov’s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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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ynianov’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y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h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system”and“function”, and introduced external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y. He considered social custom as a literary neighboring system, and establish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ustom and the literary system through“verbal functions”. He regards this relationship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which solves the abstraction shortcomings of early Russian formalism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ide of the“system”is a unified and orderly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system”is also in history. Therefore, the“system” is equipped with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meanings.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formalist’s basic point of literariness, he eventually fell into the 

dualism, and di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Dee already possessed certain elements of structuralism. These elements,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ikhenbaum and Jacobson, have a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hinking of the early days of Czech 

structuralism.

Key words: system; function; literature history; formalism; Tynianov

Understanding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Latent  Texts 
in  Science  Fiction  from “Doomsday Impact”

LIU  Shan-sha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world of science fiction, the“hidden text”is both content and form. It plays two rol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language and the world,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express the work, but also helps 

to interpret it. Its unique personality not only embodies its distinctive “identification mark”but also highlights its 

treacherous “special function”. The writers tell the whole story and the readers are shocked because of its unique 

personality, which is hidden and obvious, real and illusory. Establishing the status of “literary form” of latent texts 

not only benefits science fiction works, but also has cri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fissure theory” and “emptiness 

theory”of mass culture, and points out a specific way for mass literature to surpass mass culture. The appearance 

of hidden text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slow reading". In addition, “slow reading” is different from fast-food, 

fragmented superficial reading. “Slow reading”needs reading slowly and carefully,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and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 By abandoning lightning-like pleasure and fragmentation of 

meaning, readers can sharply capture  the “micro-words”and “alternative writing”in the works.

Key words: Doomsday Crash; alternative writing; latent text; slow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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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义词在任何语言中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但如

何实现多义词义项的优化排列，虽经包括词典学家在

内的几代语言研究者的研究和实践，依然不能尽如人

意。原因在于：如何厘清义项之间的界线尚存争议。

传统的三种义项排列法以及下文介绍的几种创新型排

列方式尚不同程度存在缺陷。义素分析理论虽是现代

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但其精华实际上远在古代就已为

中国的先贤们所领悟，自觉用来训诂古汉语、分辨同

源词之间的差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本研究尝

试借鉴“区别性义素+指称义素”这个义素分析结构

式来厘清义项之间的界限，精确分立义项，从而为义

项排列打下基础；在汲取传统排列法精华的基础上，

结合《新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实践，尝试提出一个

优化版的原型排列原则，改进多义词义项的排列。

二、多义词

关于什么是多义词，Heine 列举了三条判断标

准：是否拥有两条以上的义项；是否仅与一种语言形

式相关联；多义词的各种语言形式、用法是否属于

同一个形态语法范畴。[1]符合上述标准即为多义词。

多义词既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又符合了表达的经

济性原则，在语言中不可或缺。以英语为例，据Byrd 

等人统计，Webster Seventh Dictionary所收录的大约

60，000个词目词中，有21，488个词拥有2个或2个以

上的义项，占比高达近40％。[2]Robins 称“多义词是

任何语言的基本生命构成”[3]。此外，由于语言表达

丰富性的要求，一些原本的单义词还会通过“语义引

申、专门领域应用、修辞、同形异义词再诠释、外语

影响”[4]等五种方式不断演变成多义词，就连原本认

为最不可能是多义词的专有名词也不例外。比如“北

京”本来是中国的首都，一个城市名，但现在常引申

表示中国政府。多义词的重要性还可体现在相当数量

单词的义项众多。Moon: “Murray是一名义项拆分高

手，在OED（1884-1928）中赋予了单词‘take’341个

义项”[5]。 类似的例子在词典编纂中不胜枚举。如何处

理这么多单词的多义项，难度可想而知。兹古斯塔表

示：“如何在词典里将这些多义项合理排列是词典编纂

者面临的最重要、最棘手的难题之一”[6]。此外还要将

词典用户的实际需求考虑进去，更显得难上加难。

三、传统的义项排列原则

传统上义项排列有三种方式：按历史沿革顺序排

列，按逻辑顺序排列和按频率高低顺序排列。

按历史沿革顺序排列指的是按照各义项出现的

先后次序排列，它揭示了原始义和各个引申义之间的

源流。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它严重依赖书面材料，

而口语是先于书面材料发展起来的，口语中某个出现

较早的义项却可能是书面语里出现较晚的，未能完全

体现自然语言中语义发展的先后。此外，后世新发掘

的文献材料往往会否定当前的结论。其次，按时间排

列在一定程度上会割裂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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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型语义引申方式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一点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词最原始意义在现代语言中可能

已经成为了古、旧义，实际中使用频率很低，当前的

核心义才是词典应该重点呈现的内容。采取该排列

原则的代表性词典有OED系列，MWCD11，LDELC，

WNWD4，CCD等①。

按逻辑顺序指的是将各义项按逻辑联系排列在一

起。此方法有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该多义词存在至

少一个核心义，其它含义由其引申而来。如果存在多

个核心义，则需要围绕这些核心义分列义项。其优点

在于揭示了核心义和其子义项之间的派生关系，通过

核心义就可以激活相关的子义项，方便用户识记，有

效减少学习者识记单词所需的认知努力。但在词典编

纂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是否按词性列目在不同词典

中并不一致，这会令学习者无所适从；如何确定核心

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者的主观判断；如何将子义

项聚合在核心义周围缺乏明晰的、客观的标准。采取

该原则排列义项的代表性词典有Thorndike Dictionary, 

AHD, AHSD, CIDE以及CALD 等①。

按频率高低顺序排列是由Edward.L. Hornby确立

的，根据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来排列相关的义项，将

出现次数最多的义项排在首位，其他义项根据频率由

高至低往后排列。其优点在于可以让用户较为便捷地

查阅单词的常见意义，并领会某个特定义项在掌握这

个单词方面的作用，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应用次数越多

的义项往往也是越重要的。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

语料库只是自然语言的一小部分，语料库中出现的频

率不完全代表其实际的使用频率，况且采用不同语料

库，单词出现的频率也会不一致；义项间逻辑关系会

被割裂，用户的认知努力被人为加重，影响用户体验

与学习效度；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如果说词

频还有利于初学者学习基本义项的话，那么它对高阶

学习者可能没什么作用了，甚至会阻碍他们进一步学

习。词义的学习更多与触发条件相关，低频词如果有

合适的触发条件依旧可以习得。这点对于高阶用户确

实如此，他们更倾向于查找、学习那些出现频率不太

高的义项。常见的应用此方法的词典有COD8，WBD

等①。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这三种原则在实践中会按

照“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7]应用到词典编

纂实践中去。除了上述三种方法外，几部具有代表性

的词典也创造性地发明了其他优化多义词义项排列的

方法。比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3版）创立了义

项指示牌，麦克米伦设置了义项菜单 ，《牛津高阶英

语词典》设立了义项简明列表的方式引导用户快速查

找义项。但上述的创新方法也存在着义项界限划分不

清，未对相似但不属同一语义场的义项作区分，义项

设立标准不一致等缺陷。

总而言之，上述所有的这些原则都有自身难以避

免的缺点，可以笼统地归纳为三大点：1.义项划分标

准不清导致界限不清，标准存在过宽、过严两种倾

向，致使义项过多，或义项不能满足用户实际查阅需

求；2.未能有效根据核心义与次要义的逻辑关系将相

关义项聚合在一起，只是罗列义项，割裂相关义项

间的语义联系，不方便用户查阅；3.未能充分考虑用

户的实际查阅需求，尤其是EFL学习者的实际学习需

求，他们希望能够以最小的认知努力去全方位了解单

词核心义及相关典型语境义。

四、语义表达式与义项划分

（一）区别性义素与指称义素

20世纪50年代，以朗斯伯里和古德内夫为代表的

的语言学家受雅各布森提出的音位学说的启发，在研

究亲属词时提出了义素分析法。后来被推而广之，应

用到语义分析之中去，其理据就在于“在所有的语言

结构中都似乎存在这两条结构原则：对比原则和结构

原则……同样，语言的理性意义也可根据对比特征研

究。”[8]义素分析法思想虽是现代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研

究成果，但其蕴含的朴素思想却早已为中国先贤所掌

握，并在训诂古汉语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对古汉

语语词（以《说文解字》中收录的词为例）进行简单的

成分分析，可以发现语义成分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部分，义位：区别性义素+指称义素。需要指出的是，

这两种义素不一定同时出现，且都存在遗失。在这个

表达式中，指称义素表示的是指称对象。区别性义素

可用来表示义项间区别性特征，分为特征类区别性义

素和事物类区别性义素两种类型。前者指行为的方

式、状态或事物的形态或性质，可简称为特征义素，后

者用以表示所涉及的事物或事物的类别、范围。

①AHD: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4th ed, 2001)      AHSD: The American Heritage Students’Dictionary(1986)

CALD: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2005/2008)                CCD: 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 (1983)

CIDE: The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5)

LDELC: Longm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1992)    OED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WCD11: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ed, 2007)          WBD: 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 (1981)                             

WNWD4: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4th e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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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條，小枝也。从木，攸声，徒辽切。

其语义结构式是：條：（小）+（枝）

條：细小的（区别性义素）+枝干（指称义素）

《段注》：“《毛传》曰：‘枝曰条。’浑言之也。

條为枝之小者，析言之也。”不难看出，“條”的指称

义素是“枝”，但不完全等同于“枝”，《说文解字》释

义中的“小”是区分两者的区别性义素。

对同属一个词群中一组词进行成分分析不仅能让

读者在了解这些词因为指称义素相同可视作近义词，

也能让读者看到区别性义素不同进而带来的意义上的

差别。在此用“区别性义素+指称义素”语义结构式

来分析一下“笑”的几种表达方式（与语义无关内容

从略）

咳，小儿笑也。（张舜徽《约注》：“小儿笑

曰咳，因之小儿亦称孩，用引申义也。后世谓儿

为孩。借咳为欬（咳嗽）”，分为二字矣。）

听，笑兒。（《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无是

公听然而笑。” 裴骃《集解》引郭璞曰：“听，笑貌

也。”）

咥，大笑也。《诗》曰：“咥其笑矣。”（朱骏声

《通训定声》：当为笑声，与唏略同。）

噱，大笑也。

噁，笑也。《易》曰：“笑言噁噁。”（噁噁：朱

骏声《通训定声》：“笑声也。”）

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方言》卷

一：“唏，痛也，哀而不泣曰唏，于方则楚言曰哀

唏。”）

其中“咳”“咥”“噱”等词的语义结构式是区别

性义素在前修饰、说明指称义素。而“听”则是指

称义素后加特征类区别性义素。“噁”，“唏”（表示

“笑”时）则只有指称义素，在语义演变过程中，指

称义素和区别性义素在沿革变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

遗失。此外，《说文解字》通过“指称义素+区别性义

素”释义者也不乏其例，如：碧，石之青美者。理，治

玉也。这里的“石”和“治”是指称义素，而“青美”

（青色又美丽的）和“玉”（玉石）为区别性义素，

且两种释义方式可以互换，比如：碧，青美之石。

（二）义项划分

如何确立义项的划分是项严谨的任务，更是个难

题。一是由于容易将词义与具体内容混淆，“义素是

对词义构成的分析，不是对某个具体指称对象的描

写”[9]。在词典实际编纂过程中，怎么区分难以把握，

尤其是在编写学习型词典时，在不能过度依赖描写具

体内容的前提下，怎么为EFL学习者下定义，分立义

项的难度可想而知。二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分立义项没

有清晰的客观标准，过严会导致义项缺失，满足不了

用户的需求，而过宽则会带来弥散化的后果，增加了

用户的查阅难度。传统训诂学用来释义的“区别性义

素+指称义素”这一表达式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一般

来说，某个单词各个义项的指称义素不同，是需要分

列义项的；如果区别性义素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因为区别性义素的变化主要有语义的“扩

大、缩小、转移” [10]三种方式。转移指词义从一个语义

场转入另一个语义场，而这种语义范围的转变通常会

带来词义的指称义素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分立义项。

扩大和缩小是在同一个语义场中进行的变化，是否需

要分立义项，则需要根据特征义素或事物义素的上位

词具体分析，着重考查新旧义位之间关系，词义之间

的包容、替代关系，尤其是是否涉及到义场变化。

下面以三本词典关于多义词“belt”的义项分立

为例，来考察其义项划分是否合适（仅选取其名词义

项，且与义项分立无关内容从略）。

《朗文现代英语词典》（1995）

belt n

1. CLOTHES  a band of leather, cloth etc that 

you wear around your waist

2. AREA   a large area of land that ha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3. MACHINE PART   a circular band of material 

such as rubber that connects or moves parts of a machine

《柯林斯合作词典》（2000）

belt

1. A belt is a strip of leather or cloth that you fasten 

round your waist. ●See also safety belt, seat belt. 

2. A belt in a machine is a circular strip of rubber 

that is used to drive moving parts or to move objects 

along. ●See also conveyor belt, fan belt.

3. A belt of land or sea is a long, narrow area of 

it that has some special feature. ●See also Bible Belt, 

commuter belt, green belt.

4. If someone belts you, they hit you very hard. 

Also a noun. 

5. If someone is or has a belt of a particular colour 

in judo or karate, they have reached the standard which 

that colour represents.

《麦克米伦高阶词典》

belt1

胡春涛，等：多义词义项划分与排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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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arrow piece of leather, cloth etc that you wear 

around your waist, for example, to keep your clothes in 

place or for decoration 1a. in some types of Martial ART 

such as JODO and KARATE, a narrow piece of a material 

worn around the waist to show that you have achieved a 

particular standard. 

2.  an area of  land where there is  a part icular 

industry, activity etc 2a. an area where a particular type 

of person lives 2b. a long thin area that contains a lot 

of a particular thing 2c. an area containing a lot of a 

particular thing that surrounds something else.

3.  a  circular  band that  helps to  turn or  move 

something in a machine.

4. a drink of strong alcohol. 

我们发现《朗文现代英语词典》漏掉了两个义

项。belt作名词用意思可以表述为：an act of hitting sb/

sth（指称义素）+hard（区别性义素）。这个语义表达

式和词典中其他任何一个都不重合，朗文只是通过后

面短语动词“give sb a belt”来暗示这个义项的存在

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单独立项。第二个义项释义“a 

large area of land that ha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这

个释义中的指称义素是正确的，但区别性义素不够全

面，还应加上“or where a particular people live”。此

外，“belt”还可用来表示狂饮（含酒精的饮料），但

这个义项逐渐淡出使用，可以不列。                                                                                     

《柯林斯合作词典》为“belt”列举了五个名词义

项（柯林斯未区分词性，这里动词义项从略），但通

过分析第六个义项所蕴含的指称义素和区别性义素发

现，它不可以单独立项，至少不能作为核心义立项。

其指称义素为“a strip of leather or material”，区别性

义素为“around the waist”，翻译成“腰带”。义项1和6

无论是指称义素还是区别性义素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应用的具体领域不一样而已。一个是普通衣服

上起装饰作用或用来携带武器的带子，一个是运动服

上用来标识段级的，后者可以认为是前者在应用领域

的扩大，而不是迁移。两者并不涉及语义场的差别，

只是穿着对象上的差别而已。《麦克米伦高阶词典》

在这方面处理地比较巧妙，直接把（武术，柔道等运

动中表示段级）腰带作为一个次要义聚合在核心义下

面。

《麦克米伦高阶词典》存在的问题是义项划分

过细。2b和2c根本没达到单独立项的要求，这两个

子义项的指称义素和区别性义素都是一样的，完全可

以合并在一起。甚至于可以说2b、2c与2a也可以合并

在一起。这个义项可以用区别性义素+指称义素来表

示：entity（person/thing）+（exist in）an area。核心

义项2已经基本将这些意思很好地包括在一起了。如

果想特别强调该地区的人或地域所具有的特点，只需

将这个定义稍加改写即可：an area with a particular 

composi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its surroundings or 

where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live。麦克米伦，区

分三个义项既无必要，也增加了学习者的认知努力，

影响查阅体验。

五、原型排列法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Rosch [11]，John.R.Taylor

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在继承性地批判西方传统经典范

畴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Wittgenstein 的“家族

相似性”理论[12]，进而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型理

论。John.R.Taylor对这一概念做出如下两种解读 ：

“把一个概念范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成员作为

该范畴的原型。另一种方式就是将概念核心的图示

表征”[13]。 这样的理解方式与Langacker对于原型理论

的理解不谋而合，他认为“原型就是范畴中的典型成

员……图式则是所有范畴成员特征的抽象表征” [14]，

即原型的范畴化与图式的范畴化。这其实也为我们认

知事物提供了两个很好的方法：一是在认知某个范畴

事物时，以该范畴中某个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个体

为认识蓝本，并在对这个原型总体特征认识不变的情

况下去认识该范畴内的其他个体，此蓝本被称之为原

型实例；另一种方式就是对于该范畴的原型概念进行

抽象总结，内容涵盖该范畴中特定的特征或内容，称

之为原型特征。《新牛津英语词典》就是一部以原型

理论为指导的语文词典。

确立了划分义项的标准，如何将它们以合理的

方式进行排列呢？首先需要厘清的概念就是核心义。

在词典编纂实践中，原型实例对应的就是核心义，

即上文提到的核心义。至于具体的排列，可以进行如

下的分类讨论（以下所举例子，皆摘自《新牛津英语

词典》，只选取与义项相关的信息，把注音、例证、语

法、词源等信息省略）。

如果多义词只有一个核心义和若干个子义项（如

果有的话），排列的方法是：核心义居前，次要义项

按频率分列其后（ 后的数字所列义项是核心义，■

后列义项是次要义项，以下相同）。

例如：ablaze adjective 

1.  burning f iercely.  ■very brightly colored or 

lighted. ■made bright by a strong emotion.

如果多义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性，选择其中一

个常见词性放在最前面，列举完该词性所有信息后，

再列举其他词性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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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ct ing   noun  the  a r t  o r  occupa t ion  o f 

performing fictional roles in plays, films, or television. 

adjective temporarily doing the duties of another 

person.

如果多义词有若干个核心义，每个核心义都需单

独立项，相关的次要义项可以聚合在各自的核心义项

下。

例如：observe  verb 

1. notice or perceive (something) and register it 

as being significant. ■watch (someone or something) 

attentively. ■take note of or detect (something) in 

the course of a scientific study. ■make a remark or 

comment.

2. fulfill or comply with (a social, legal, ethical, or 

religious obligation). ■maintain (silence) in compliance 

with a rule or custom, or temporarily as mark of respect. 

■celebrate or acknowledge (an anniversary).

如果多义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性，且每个词性

涉及多个核心义的话，首先将常用词性排在首位，按

频率高低原则排列其核心义，再将次要义分别聚合在

相应的核心义下，然后继续按频率原则排列其他词性

的义项。

例如：abroad  adverb 

1. in or to a foreign country or countries. ■ out of 

doors.

2.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ver a wide area ■ (of a 

feeling or rumour)widely current. ■freely move about.

3. wide of the mark: in error.

 noun foreign countries, considered collectively.      

distinction 1.差别 2.区分 3.卓越 4.优雅；特质 

5.优等成绩 6.荣誉称号；奖章 （《牛津·外研社英汉汉

英词典》）。

distinction 1.差别；区别；对比 2.优秀；杰出；

卓越 3.特质；特点；不同凡响 4.区分；分清；辨别 

5.（尤指给学生的）优等评分，荣誉，奖赏（《牛津高

阶学习词典》）。

distinction 1.差别；对比 ■区分 2.杰出；卓越■

荣誉■优等评分（《新牛津英语词典》）。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

典》只是罗列了相关义项，而内在语义联系被人为

地分割了，导致义项过多过细，违背了认知的经济性

原则。比如1和2、3、5、6本只需各设置一个核心义，

再把其他义项作为子义项聚合在一起，既能优化词

典的查阅结构，又能让学习者窥探核心义和子义项之

间的逻辑联系。《牛津高阶学习词典》中的义项1、4

语义重合度较高，4事实上是1的语境义。义项2、3、

5也存在同样问题，尤其是义项5其实都可以视作是义

项2在特定语境中的应用，义项3则强调因为优点而带

来的差别，可以作为次要义项放在核心义项后。《新

牛津英语词典》在义项排列方面优点明显：先设置两

个核心义项，再有机融合相关的语境义，即相关的次

要义。就“distinction”这个词条而言， 后的义项为

核心义，数目相对较少，只有两个，符合认知经济性

原则，通过它可以激发查阅者对于这个词意义的总体

把握，而■后面的义项是该词在典型语境中的意义，

对应语词释义中的“原型实例”。这种排列方式符合

认知词典学关于词汇的语境化学习策略理论，可以

有效提高词汇的学习效度。 后的核心义为其后的各

个义项提供了认知基础，■后的各个义项是前者的

扩展，扩展的义项既包含核心义项的信息，又融合了

新的内涵。后者不仅有利于前者的知识储存与反馈，

还能起到互相强化记忆的功效，暗合了训诂学所追求

的“互相发明”的效果。从认知词典学角度来看，该

排列方式增加了词汇的“羡余度”，减少了信息量，提

高了学习效度。通过“增加”而“减少”达到“提高”

的目标貌似悖论，实际却蕴含道理：把表面上全新的

信息通过稀释的方式转变为部分新的信息，降低了认

知难度，减轻了记忆负担，获得信息却增加了，实现

了认知词典学在词汇习得学习方面所追求的“增效性

和指数增长”[15]22。此外，核心义还有助于阅读者合理

推理、掌握语境义，后者语义潜势的具体呈现又可以

深化对前者的认知。认知词典学认为，合理的推断与

词汇量的增加存在着“双层效应：互动效应和加速度

效应”[16]202，词汇推断能力越强，词汇量就会越大，两

者相互促进；词汇量越多，学习的质量（推断能力）

会越强。义项的习得亦是如此。具体来说，在认知核

心义的基础上有助于合理推理、学习目标词的附加意

义成分，即各类非核心义，方便人们解码其在典型语

境中的意义并据此尝试学习编码。非核心义反过来又

有利于核心义的储存与激活。因为它继承了核心义的

部分义素，并获得了新的内涵。非核心义的识别可以

激活与核心义共核的义素，深化记忆。这种做法不仅

实现了词义的解码，还达到利用典型语境学习编码的

目的，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只需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

掌握核心义，在此基础上推理、激活语境义，且考虑

到了查阅者的实际需求，提升了用户的查阅体验与效

度。

再举“capacity”一例，从指称义素，区别性义素

是否涉及语义场变化角度并结合原型排列法来说明义

项的优化排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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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I n 1.容量，容积；可容性；吸收力 2. 

最大容量；最大限度 3.生产量，生产力 4. 最高生产

量，最高生产力  5.智能；（对知识的）接受力 6.（处

理 问 题 等 的 ）干 练 才 能 ；习 性  7 . （ 做 某 事 的 ） 能

力，资格；力量 8. 性能，功能 9. 身份，地位，职位 

10.【律】能力（法律上享有的某种权利、做出某种行

为或某种责任的资格）11.【电】电容；负载量；最高

发电量IIa 充满的；达到最大限度的 （ 《英汉大词典》）

capacity 1. (容器) 容量；容积；容纳能力 2.（能

力）领悟（或理解、办事）能力 3.（职责）职位；职

责 4. (工厂、机器) 生产量；生产能力 5.（发动机）

（尤指车辆发动机的）容积，功率  (《牛津高阶学习

词典》)

capacity noun 1. 最大承载量 ■ [as modifier] 达到最

大限度的 ■生产量 ■内燃机做功总量 ■（原指）电

流容量（CAPACITANCE）2. 领悟（或办事、体验）能

力 ■个体的法律承受能力 3.特定的职责或职务（《新

牛津英语词典》）

《英汉大词典》将该词直接按名词和形容词分

别立项符合实践需要，也方便EFL学习者对该词的理

解，其他三本词典要么只把它当作名词，要么在名词

义项内，标注其还可用作修饰语，后者的做法在理论

上更容易讲得通。就义项分立而言，《英汉大词典》总

共列举了11个义项，显得繁琐冗赘。其中1、2、3、

4、11其实指称义素相同，都表示“承载量”，指称义

素略有差异，但还是属于同一义场，尤其是义项3、

4。义项11是专业术语，通过标注说明即可。义项分

立的重点是词义，而不是所指事物应用领域，除非它

改变了原来的义场。同样，义项5、6、7、8、10都蕴含

“能力”这一义素，其中义项5、6、7用来描写人，义

项8说明的是物，义项10是法律术语，指称义素是“职

责”，与其他皆不相同，应该单独立项。

《牛津高阶学习词典》义项分立较为合理，义项

前的简明列表可视做是该义项群的指称要素或区别性

义素。但在此排列中区别性义素的差异是否导致了

义场的变化，进而需要单独立项则尚待商榷。比如说

义项1、4、5，尤其是义项1和5，后者属于前者的具体

应用而已，释义不应该受此影响。出于经济性原则，

义项分立应该以语文义为主，因此在此单独立项依据

不是很充分，至于义项4，指称义素也和义项1是一致

的，表示“承载量”，释义角度有所差异而已，至于是

否需要单独立项，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对于学习型

词典，将其立项也无可厚非。

《新牛津英语词典》在义项分立和排列方面都有

值得借鉴的地方。就其第一个义项群而言，首先在定

义方面以指称义素为依据，归纳出该词第一个义项群

的共核义为“承载量”，它既蕴含了当作静态容器讲时

的“容量”、“容积”之义，也涵盖了做行为结果讲时

的“生产量”、“生产力”之义。这么做的理据在于核

心义和后面的四个次要义的指称义素是一致的。在词

典编纂实践中，难以防范的失误往往是混淆了词义与

词对应实际事物之间的界限，以所指事物代替词义是

不足取的。在核心义下面，四个义项区别性义素不尽

相同，因此分别列出四个典型语境的词义，以次要义

项的形式聚合在核心义后，构成一个完备语义簇，方

便词典使用者体会其中的逻辑关系，达到触类旁通的

增效效果。此外，此处的核心义项稍有瑕疵，可直接

改为“承载量”，因为核心义和次要义项应该是一般与

个别的关系，而不是相反或等同。

第二个义项的核心义概括性较强，直接用指称义

素来定义，前面通过标注给出了该词在使用范围和搭

配选择方面的限制，避免了用所指事物及其应用领域

代替词义的做法。而对于此义项涉及到的专业义，则

以次要义项形式呈现。释义既提供了必要选择限制信

息，又突显了常见的专业义，符合认知经济性原则。

第三个核心义取自指称义素，通过选择释义法给出指

称义素的内涵，语义简洁明了。

可以在这个以“区别性义素+指称义素”表达式

为基础、原型理论为依托的义项分立模式基础上提出

原型排列法。

1. 多义词各义项指称义素相同时，区别性义素不

同，区别性义素多寡发生变化时，即语义出现了扩大

或缩小的现象。由于变化范围仍然出现在同一语义

场，可直接把指称义素作为核心义，因扩大或缩小产

生的各个义项可作为次要义项按频率排在其后。按惯

例，专业义可作为独立的次要义项排列。

区别性义素的变化是由语义转移导致。语义转移

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了新的语义场，和新的指称

义素，而该指称义素与前面的义项呈现出并列关系，

理所当然需要获得独立的义项地位（有学者认为，词

义转移后，如果两个义项的上位词未发生变化，亦可

视作仍处于同一语义场。）。

2. 多义词各义项指称义素不同时，以每个指称

义素作为核心义逐个立项。可考虑按频率原则来安排

各个核心义，并以区别性义素为依据界定相关次要义

项，将其根据逻辑关系排列在各自核心义后。

3. 原先的指称义素消失的情况下，以新产生的指

称义素和原先保留下的区别性义素为核心义分别设立

义项。词义在演变过程中，原先的指称义素会出现消

亡、失落的现象，进而产生新的指称义素，并且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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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区别性义素保留下来。对于这种情况，除了产生

新的指称义素外，原先的区别性义素也有可能变为指

称义素（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同形异义词的产生原因

之一，尚待继续从词源角度研究）。

4. 原先的区别性义素消失时，可将遗留下来的指

称义素作为核心义，将原先的整个义项作为次要义放

在该核心义后，方便用户了解其中的逻辑联系，查阅

相关的词源义。

在有机融合原型语义思想的基础上利用“区别性

义素+指称义素”可以精确划分义项，但依然存在不

足之处，比如如何确定相关义项是否属于同一个语义

场，尤其是涉及到语义场的划分和确定时，运用原型

理论指导义项排列已经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在逻辑

联系的基础上用户可以在全面把握义项群内以较小的

认知努力学习整个词条义项，以达到增效和指数增长

的学习效度。但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并应用上述的义项

分立模式指导词典释义则还需要包括词典编纂者在内

的语言研究者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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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marc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Polysemous S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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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lysem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every language, how to make a rule-abiding arrangement of the 

polysemous senses in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s a thorny problem. Since sense demarcation has a 

close correlation with its corresponding sense presentation, this  article, with a view to the shining merits and 

the inevitable demerits of the three traditional principles,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make 

an accurate sense demarcation by exploiting a meaning expression, “propositional sememe+differentiating 

sememe”.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also tries to optimize the sense arrangement by a prototype-ba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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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带有社会角色印记的。从衣着打扮、休闲娱乐，到恋爱

社交，都受到教师角色的规范，说明他们对自己“为人师表”的社会角色和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身份是认同的。

但是，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也与教师角色存在一定冲突——经济生活的困窘损害了教师的地位和尊严，教师伦理

衰落妨碍其成为社会道德表率，教师公共责任能力欠缺难以引领社会。民国中小学教师现实角色与理论角色之间的

这种落差，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对教师角色的期待存在一定的超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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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是指他们作为普通职

业人的惯常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包括职业活动、物质

消费、社交娱乐、婚恋家庭等等，偏重于他们作为普

通“人”的一面，而非其职业特性。这种生活勾勒无

疑是琐碎的、细节的、经验性的，看起来往往是平淡

无奇、甚至是无意义的细节和表象。

而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

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

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显然社会角色是宏

观的、概括性的，它体现的是一个时代和社会对于某

一特定角色的行为期待，主要通过国家制度和主流舆

论建构起来。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社会角色在舆论

宣传中是具体的形象，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慰

勉小学教师”的电文予以概括：“故诸君兹后之任务，

不仅应为培养现代儿童健全之师保，更已进为担当建

国之基干，训育全民之导师”[1]。即小学教师不仅应当

是培养儿童的“师保”，还应当是建国的基层干部和

全民的导师。当时的主流社会舆论也流行着类似的语

言来描述教师的角色定位：“今日的教师，应该自认

冲坚折锐的前线战士，移风易俗的社会导师以筚路蓝

缕的开国先驱，继绝存亡以圣贤英杰。”[2]总之，当时

对中小学教师角色的社会期待，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

地从事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而是同时身兼教育责任

（“师保”）、政治责任（“基干”、“战士”之类）和文化

责任（“导师”、“圣贤英杰”之类）的全能角色。

而这种抽象的角色形象要成为现实还是要靠法定

的教育和教师制度予以保障。民国时期，从北京政府

到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越来越完善的教育和教师制度基

本构建出中小学教师社会角色的法定框架，这些制度

涉及教育宗旨、学制系统、基础教育政策，以及教师

的培养、聘用、检定、待遇等各个方面，基本构建出

一个现代化、专业化、又具有强烈公共性的教师角色

形象。以小学教师的任职资格来说，民国时期教育主

管部门对于小学教师的任职资格是有法定条件的。以

1936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小学规程》为例，其中

规定，凡是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小学级任教员

或专科教员：一、师范学校毕业者；二、旧制师范学

校本科或高级中学师范科或特别师范科毕业者；三、

高等师范学校或专科师范学校毕业者；四、师范大学

或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毕业者。[3]

但是，日常生活表象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因为日常生活方式是由宏观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

社会角色理论就是一个能够将日常生活细节与其背

后的大历史联系起来的分析工具。社会角色是指：

“ 与 人 们 某 种 社 会 地 位 、 身 份 相 一 致 的 一 整 套 权

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

身 份 的 人 的 行 为 期 望 ”[ 4 ]。 社 会 身 份 与 社 会 角 色 非

常接近，但更侧重于某一人群的社会位置。社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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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身份理论是将各种生活碎片贯穿起来的内在线

索，借助它们日常生活背后的长时段的、结构性的

特征才能得以展现。不然，日常生活史往往难以摆脱

琐碎化的陷阱。

民 国 中 小 学 教 师 的 日 常 生 活 也 是 带 有 强 烈 社

会角色或身份印记的，中小学教师的日常言行受到

“教师”角色的规范。但是，另一方面，民国中小

学教师的日常生活又不是完全被其社会角色所框定

的，教师的日常生活表现往往与其法定的或社会预

期的角色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甚至是存在冲突，这

背后同样是社会历史结构的作用。理解了日常生活

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双重关系，才能认识民国中小学

教师日常生活背后的历史经验。

一、民国中小学教师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印记

民国中小学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是不需要“传

道、授业、解惑”，但其日常行为仍然受到其职业角

色的限制，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教师的衣着打扮。几

乎在任何时候，教师的穿衣打扮都不只是一个遮身蔽

体的问题，几乎可以说，衣着是标识教师身份角色的

最直观、最物化的符号。

“长衫阶级”可以作为民国中小学教师的习惯代

称。因为在中国的基层社会，穿长衫乃是读书人、社

会精英的传统。比如，塾师历来必须穿长衫，甚至一

直到清末民初时的私塾先生，也是必备长衫；夏季极

热的三伏天，塾师在学馆偶尔会脱掉长衫，只穿一套

短褂裤，但“外出却得套上长衫”，所以人们都知道：

“一件长衫，是身份和文化的标志，所关非浅啊！”[5] 

民国时期，在基层社会已然取代了塾师社会位置的中

小学教师，自然对塾师的身份也有所沿袭。穿长衫，

就标志着中小学教师对塾师在基层社会文化精英身份

的替代和沿袭。即使在最偏僻、落后的乡村，教师也

像旧式塾师那样必须穿长衫。因而民国时期社会上

习惯用“长衫”来代指中小学教师。比如，媒体描述

抗战期间陷入经济困顿中的教师为“穿着破长衫饿肚

子”；将离开教育界称为“脱却褴褛的长衫”[6]；将小

学教师改业称为“脱下长衫”[7]。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分化的特殊时代，中小

学教师衣着打扮的象征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长衫阶

级”所能概括的，当时教师的衣着打扮背后其实蕴含

着更丰富的社会信息。比如，当时一个穿着他惯常的

土布长衫进城的乡村教师，会产生这样一种尴尬的感

受：“当我初入市校办事时，校长着我作第一次的训

话，当时全校教员，都西其装而革其履地表露出一种

俊伟的仪容；只有我身穿一套旧企领（企领长衫），

脚蹬一对令人讨厌的旧胶底鞋，尤其是漂泊半生，乡

音未改，有谁不见而生厌呢？后来几经奋斗，才得脱

去那‘乡下仔’的绰号。”[8] 这位乡村教师因自己的打

扮而产生自卑，这其实是近代城乡分化在社会生活上

的折射。因为在近代城乡经济文化二元分化的大环境

下，城乡人民的生活样式也已经明显分化。土布长衫

基本上是乡村教师的专属；而城市里的教师由于经济

条件和城市商业文化的影响，穿西装、中山装或绸缎

长衫的比较多，所以，土布长衫便成为乡下、土气、

落后的表征；而西装革履则具有了城市、时尚、现代

的象征。

日常的物质生活是教师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途

径。除了穿衣，教师日常物质消费中还有一点非常具

有职业特征，就是买书、藏书。购书、藏书是教师读

书人的身份象征。但是民国时期这个象征却是通过一

个尴尬的反例表现出来的。1924年有人对江宁县十学

区小学教师的家庭消费情况做过调查，被调查的96家

小学教师家庭中，“书报文具邮件费”极少。这一情况

使调查人员感到不适，他们评价说：“书报为灌输新知

识之工具，纸张文具亦为读书人不可少之物，每年每

家平均值开支为数甚微，此反映教师除执教之外，自

己无甚进修之机会，要知智识不进则退，新智识之灌

输，端赖书报，于此不可不加注意焉。”[9] 调查者的这

种反应表明：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中小学教师书报

消费不足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民国时期教师的娱乐休闲问题也曾经一度引起

社会关注，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对教师的娱乐现状

不满意，认为当时教师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不健康。

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探讨什么样的娱

乐休闲才最适合教师。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比较一

致，那些被认为有助于提高教师业务能力的、带点

研修性质的或有助于陶冶精神的脑力、体力活动等

等都是可以的。比如徐大镛就提出：“只要合不费精

神、钱、时，而更能足以长进的”休闲才是适合小学

教师的休闲活动。以此标准衡量，他提出如运动、

谈笑散步、摄影、无线电、看有价值的小说、加入学

生游戏队等娱乐活动都可以提倡，而对那些普通人

热衷的打牌、喝酒、接近异性、喝茶听书、看戏、

信佛等活动，他则认为不适合教师。[10] 可以看出，

社会对待教师的哪怕是很私人的、很日常的休闲娱

乐生活，也是很挑剔、很苛刻的。社会对教师休闲

生 活 的 要 求 目 的 性 很 强 ： 必 须 符 合 教 师 的 职 业 特

性——文化性和自修性，以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素

质或提高其精神境界为目的。

有时候，教师可能无意识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

带出了身份特点。比如，当时青年教师之间的自由恋

姜朝晖，等：社会角色视角下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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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也有一些不自觉的职业角色印记。倒不是说，

自由恋爱是民国青年教师们专有的现象，而是说当

时的新式学校这个职业环境使得青年男女教师之间

的自由恋爱更容易发生。这是因为由于职业环境所

造成的相对开放的社交空间和文化人惯常的书信往

还，成为当时的青年男女教师之间不同于寻常人的

交往媒介，使得他们之间比较易于自由交往，甚至

发生恋爱。

从柔石的小说《二月》中的情节来看，当时单

身的青年男女教师之间可以有很多公开的、合情合

理的自由社交，这些交往机会和场合都是由他们的

作为教师的职业角色所提供的。比如，陶岚作为萧

剑秋的同事不仅可以在学校里正常地见面、交谈，

甚 至 她 还 经 常 去 萧 的 宿 舍 拜 访 ， 或 约 萧 到 家 里 见

面，共同讨论青年们所关心的各种社会话题。这些

并不是小说的虚构，在一位差点发生师生恋的青年中

学教师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情节，一位对这

位青年教师钟情的女学生，常常是打着“问课”的旗

号去这位教师的单身寝室拜访。[11] 可见，当时的中小

学校在男女关系方面还是比较宽松开放的。当然，

在当时总体还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下，像学校这种

相对开放的社交空间是很稀有的，像这种青年男女

教师之间或师生之间的频繁的私下交往也是很特别

的。

由《二月》中萧陶交往还可以看出，真正增进

他们之间的了解、促进二人感情升温的深层交流方

式是借助书信。书信，是那个时代进行深层思想情

感交流的最便利方式，也是那个在男女交往方面还

很含蓄的时代最恰当的交流方式。当然，作为知识

分子的教师在这方面是有天然优势的，所以，通信

就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男女教师之间传情达意的常见

方式。乃至小说《二月》中，钱正兴在哀求情敌萧

剑秋放弃陶岚的时候，心心念念的要求就是“萧先

生，只要你不和她通信就可以”，“萧先生，只求你不

和她通信”。[12] 可以说，书信在那个时代的单身青年

男女之间，几乎可以称为“情书”的代名词。书信传

情，这种恋爱方式虽然不能说是教师所独有的方式，

但肯定青年教师们最惯常的恋爱方式。

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说教师们对自己应该“扮

演”的社会角色是有相当程度的自觉的，他们基本都

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一般，角色有义务，自己的日常

生活背后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意义。因此，有时候，

有些教师会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主动建构。

比如，张钟元在1934年曾对苏、浙等几省570名小

学教师的日常休闲情况做过调查，他们的“星期日

的利用”情况是这样的：星期日用于校务处理（包

括：批订簿籍、预备教材、指示儿童课外作业、出

席各种会议、访问学生家庭等等）的有165人，用于

自修工作（包括：阅读书报、参观、写文章、做礼拜

等）的有266人，用于娱乐（包括：游览、运动、看

电影、听无线电、摄影等）的有152人，用于处理私

事（访亲友、治理家务或领小孩、写信、借债去等）

的有131人。显然，围绕着教师职业而进行的校务活

动和自修活动占据着最大比重，属于教师私人的娱

乐时光是占比最小的。而具体到教师的休闲方式，

据张钟元对这570名小学教师“擅长的娱乐技能”的

调查，占前几位的娱乐为：下棋、风琴、室外活动、

胡琴、笛、钢琴、口琴、萧。[13] 显然，这些娱乐多属于

脑力博弈或有一定的技能要求的，比较高雅，具有

陶冶精神意义的活动。按照这个调查结果的显示，

似乎当时教师的娱乐生活很符合社会大众对教师的

期望。但是要知道，这个调查表是教师们自己填写

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休闲生活和娱乐

方式，其中肯定带有一点教师们的自我粉饰。但是，

即使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教师娱乐生活的

真相，它也能说明，当时的教师是很在意自己作为

文化人的身份和形象的，深知即使是娱乐休闲，也

并不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所以，他们才会有意

识地粉饰美化自己。这种掩饰其实是教师们利用这

些调查统计来主动构建或维护自己的文化精英角色

的行为。

有些中小学教师的行为会更主动、更大胆，他们

会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传递某些更具进步意义的

信息，挑战社会传统。这些教师对自己所扮演的角

色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有着更清醒的自觉——在那

个中西交汇、新旧转换的时代，作为受过新式教育、

甚至是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

封闭保守的基层社会，可以说就是身处新旧文化冲突

的第一线，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背负起传播新文

化、改造旧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了。当时，一些中小

学教师看似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日常行为其实并

不仅仅是个体的愤世嫉俗，而是代表了某种现代文

化潮流，对旧社会进行的挑战和冲击。比如，当时浙

江上虞的春晖中学里，教师们一般都穿长衫，唯独

夏丏尊先生“穿的却是白土布短衫裤。”而且，夏先

生穿土布、短衫的意思大家都懂，这是他在表达自己

同情劳动者的情感和思想倾向。[14]所以，夏丏尊衣着

打扮上的特立独行，其实是对自己现代知识分子角

色的一次主动践行。

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青年教师看似个体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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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其实从大背景下看，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现

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主观诉求。因为从总体上来

看，当时的青年教师都是心怀理想的；而且，中小学

教师毕竟居于基层社会文化的中心，是文化风向的

表率，其社会示范作用不容小视。像萧剑秋在芙蓉镇

里的很多日常行为，包括他与陶岚及文嫂的交往，

对封闭保守的小镇风气所形成的冲击，恐怕也正符

合萧剑秋、陶岚等新青年的内在初衷。事实上，青

年教师们自由恋爱的故事确实对当时的基层社会造

成了“惊世骇俗”的影响，客观上起到了开风气之先

的作用。比如，1920年代山西太古县铭贤学校的男

女教职员之间的自由恋爱的故事，“弄得满城风雨，

因而掀起一次风潮，群起要赶他们出校。”然而“风

潮结果，不但没赶走他们，宋蔼龄还大发雷霆，反而

把闹风潮的教职员和学生全开除了。”[15]由于学校的

实际控制者孔宋的保护，这段自由恋爱获得美满结

局。当时的主流社会舆论一直期待中小学教师依靠

他们分散于民间的优势，成为在基层社会传播新文

化、新伦理的中心。这次事件中当事人的初衷也许

不是挑战传统社会习俗，但整个事件的始末对于保

守的当地社会来说不正是一次难得的新伦理的启蒙

吗？这两位当事人可以说是在有意或无意中践行了

社会期待中的现代教师角色。

总之，任何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大历史背景下的

微观日常，哪怕是一些看似个体的、主观的行为其

实背后也有历史的大逻辑在发挥作用。而民国中小

学教师是具有很强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很

多人其实是自觉地背负着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角色义

务——他们在世俗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遵循着为

人师表的行为规范，一定程度上在基层社会扮演着

现代文化精英的角色，履行着引领传统社会改良的

义务。

二、中小学教师日常生活与教师角色之间的矛盾

个体的日常行为并不总是与其在总体社会结构中

的角色设定保持一致，民国中小学教师的很多日常生

活表现及心理体验与社会设定的角色模式不太契合，

有时甚至是格格不入，这是当时教师日常生活中最引

人注目的地方。这种矛盾反而能够更深刻地反映社会

信息。

（一）经济生活的困窘损害了教师的地位和尊严

经济生活是人生存的基础，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保

障和直观体现。民国时期在国家制度设定和社会舆

论期待当中，教师在社会总体经济结构中地位至少

应该是中间阶层，不应该像底层劳动人民那样生活

得那么拮据、困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师的

基本体面和尊严，保证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从

而使他们能够扮演社会文化改良的引领者角色。但

在事实上，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实际经济生活状

况是很恶劣的。

从日常生活角度看，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经济

困窘到甚至连基本的衣着体面都难以顾全的地步，

衣着甚至成为经济负担。当时有教师甚至抱怨自己

不能像体力劳动者那样随便穿穿，他说，黄包车夫

可以穿“五个铜子一双的草鞋”，小学教师却不能这

样；黄包车夫等人“蓝布的围裙可以使春秋冬三个季

过去”，夏天甚至是一条短裤即可，但小学教师却不

得不穿“长衫”、“棉袍”。[16]为缓解着装上的尴尬，

曾经有人建议政府干脆规定教师统一着装，从而免

去教师在穿着方面的负担。

在现代经济社会，拜金主义流行，经济困窘势必

影响教师的现实地位，进而影响教师对教育事业和

教师职业的信仰。民国时期的各种研究、观察都指

出，中小学教师经济生活的困窘导致教师实际社会地

位的卑微。有从教者如此戏谑教师生活之苦：“有署

名昭陵叟者，作‘教书苦’新乐府一章云：‘教书苦，

教书苦，舌焦唇敝，搜肠枯肚，兀兀终日，无间寒

暑。一年薪俸几何多，仰事俯蓄而无补。既不如老

农，又不如老圃，复不如行商，更不如坐贾。妻寒不

能煖，儿女不能抚。有钱之人嗤以鼻，邻里乡邻羞与

伍。”[17] 一位老英文教师对于教师的穷有一“诗”做

出形象调侃：“‘单衣蔽身，两袖清风，三餐不饱，

四肢无力’；结论是‘教书干不得’。”[18] 所以，教师

的“穷”影响的不只是教师个体的命运，它影响的更

是整个教师职业、甚至教育事业的前途。

除了影响形象，经济生活困窘对教师精神的伤

害也是真真切切的。一位青年教师赤裸裸地坦白：

“一般旧时相识的朋友，待我做了先生之后，简直不

与我为伍了，考他的内心，大约以为和贫穷的小学教

师做朋友，总会令到自己的人格和体面降低。有时还

有一种直觉些的朋友，用唁慰的态度来劝勉，好像我

是在囹圄中做了囚犯一般似的。”[8]显然，教师职业没

有给他带来尊严，反而使他在朋友圈里变成了被歧视

的对象。如此境遇下，教师们需要如何强大的理想信

念支撑，才能保持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保持对教师职

业的尊重呢？

当时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反映出经济困境对教

师尊严的伤害。比如，有些所谓“教师堕落”的现象

其实是因生活所迫。《申报》就报道过这样两则所谓

“教师堕落”的社会新闻：一件是因为家贫，一位已

经年满20岁充任小学教师的青年还不得不与母亲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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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床，后来因邻居“在外扬言耻笑”，两家发生冲

突，以致闹到警局，成为一则影响教师社会声誉的

八卦新闻。另一件则是一位“中学教师兼图书馆主

任”，因“生活费用猛涨，度日维艰”，竟然谋划绑

架学生、勒索赎金。而这两件事还只不过是报刊上

“屡见不鲜”的诸多事例中随便选录的两例，“事实

上发生，没有列入记者的笔底，没有刊入报纸的记

载的，更不知有多少。此不过为其代表而已。”对于

当时教师群体中出现的这类职业道德问题，当然批

评的声音居多，但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他们根本

原因“便是经济的压迫”[19] 。改善教师待遇、安定他

们的生活，才是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失德犯法行为的

办法。这些理性的声音揭示出这样一个容易被忽略

的事实：教师也是活生生的人，只有在他作为自然

人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之上，其作为社会人

的角色功能才能正常发挥。忽略教师的正常需求，

一味强调其职业角色，特别是一味强调其责任义务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二）教师道德素质衰落妨碍其成为社会道德表率

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

的道德素质出了问题，教师庸俗化，拜金主义、吃

饭主义流行。教师伦理道德的衰落影响了他们作为

社会精英的形象，妨碍了教师在基层社会“扮演”文

化生活引领者的角色。

从古至今，教师一直保持着清高的声誉。清高

意味着教师人品高洁，富有牺牲精神，耐得住清贫、

寂寞。而民国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的刺激和教育救

国思潮的推动，社会对教师作为文化精英和道德表

率的期待变得更加迫切。当时，国家和社会对教师

的角色设定可以用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慰勉小

学教师”的电文予以概括：“故诸君兹后之任务，不

仅应为培养现代儿童健全之师保，更已进为担当建国

之基干，训育全民之导师”[1] 。“师保”、“基干（基层

干部）”、“导师”，这种期待首先意味着对教师自身

道德素质的高定位，因为国家和社会既然期待教师

做全民的导师，那么教师自己当然首先应该成为一

个思想、道德方面的标兵。吃饭虽然是人的正常需

求，社会上其他人群把吃饭主义当做人生哲学，似

乎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教师中盛行吃饭主义则引

人侧目、备受诟病。

当时针对一批教师仅仅将从教视为是一份赚钱吃

饭的职业而已，将吃饭主义、拜金主义作为其生活哲

学，有人讽刺到：“现在的教师，从讲坛上望下来所

见到的不是学生们的脸庞而是一块块的大洋钱。”[20] 

既然吃饭主义是某些教师的指导思想，在日常生活上

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缺乏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工作态

度敷衍、搪塞，得过且过。“通常一般的中学教师，

大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视学校为商店，以

学业为商店，得过且过，满不在乎，他们教书的动机

在拿薪，在吃饭，至于他们对学生有无影响，学生所

受益于他们者何在？他们是顾不了这么多，而且无暇

顾到这么多，此今日中学教师中之一类也。”[21] 这种

生活哲学的教师又被形容为“老油子”。人们这样描述

“老油子”的疲沓心态和敷衍作风，“上课便等于照样

单调的又开一遍留声机，没精打采的随口流出，批阅

国文卷子便会迎合学生好胜的心理加上许多圈圈，末

了再奉送一个瞎恭维的尾批，但别字讹字也许还没注

意到，批改数学演草便会一目十行的滑过去，迅速在

卷尾加上一个OK的记号，但数字和符号的错误也许就

一直不去麻烦；核阅考试卷批上一个分数就得了，内

容可以不必管，反正老学生的成绩高低，他心里早就

安着一个衡量的尺度了；至于把一切应处理的课内作

业请同事请朋友甚至议学生代庖的，那也是无所谓的

事，根本就必引以为怪。这一类‘老油子’的教书匠，

过去有的，目前以及以后我们希望从此绝迹。”[22]

正因为缺乏对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的内在尊重，

所以不仅对本职工作很松懈，日常生活行为上也缺乏

必要的自律和自觉。有人基于自己的观察，指出民

国中小学教师经常从事打牌、喝酒、运动、喝茶、听

书、信佛等等世俗化意味很浓的娱乐活动。[10] 民国时

期的中小学校里，教职员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的

活动很盛行，“查今日教育界派别之分歧，实为教育

破产之一绝大原因”[21]。而且教育界的人际纠纷有一

个显著特点，就是教师们利用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和依

赖，鼓动学潮，排除异己。据安徽颍上县的文史资料

记载“由于派别的对立，用挑动学生闹学潮的手段垮

掉对方校长的事件也有几起。”[23]1928年河南省立第

一高中的派系纷争叫“哄教员”，“有一个班，一学期

‘抬’（即哄赶之意）了9个物理教员”[24]。 在这类利益

纠纷中，可以说教师们把自己的职业“优势”发挥到

了极致。

消极的行为必然影响教师的社会形象和声誉，社

会难免会质疑：这样的教师能够成为国民导师吗？朱

伯孚在揭示了“中国教师要擅长‘三拍’（“所谓‘三

拍’，就是指的一拍校长，二拍学生，三拍督学。”）

才能备员全身”这个真相之后，不客气地指出了教师

的现实形象——“不配谈神圣二字”[22]。也有人在对

教育界陷入争权夺利的派系纠纷这一现象深表失望之

后，不由得叹息：“所谓‘清高’‘神圣’者，我真不知

清高何在？神圣何在？”[21]总之，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庸



第  1 期 65

俗化表现，使得当时的中小学教师很难保持清高、神

圣的形象。

（三）教师公共责任能力欠缺难以引领社会改造

在蒋介石的“慰勉小学教师”电文中，教师除了

应该是教育儿童的“师保”，还应该成为基层干部和

国民导师。这反映出，在国家和社会期待中，中小

学教师不单纯是一个从事教育教学的专业性角色，

他还应该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改良方面起领导作用。

这意味着对中小学教师的公共活动能力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但现实是，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程

度在提高，而其公共责任能力则相对比较欠缺，这

使他们很难成功地扮演一个公共性角色。

民国时期，由于中小学教师广泛分散在基层，

是基层社会稀有的智识资源，所以社会对他们的期

待很高。尤其是在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中小学教

师 几 乎 被 设 想 成 一 个 万 能 角 色 。“ 今 日 的 教 师 ， 应

该自认冲坚折锐的前线战士，移风易俗的社会导师

以筚路蓝缕的开国先驱，继绝存亡以圣贤英杰。”[2]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要成为这样一个合格的教

师，除了出色的教育专业能力之外，其作为社会人的

一般处事能力，即所谓的人情练达，也是一个必备

条件，而且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在事实上民国

时期由现代学校教育培养起来的中小学教师，其专

业能力普遍在增强，而相对来说，他们对社会的了

解、与各色社会人物打交道的能力、参与社会事务

的能力却非常欠缺，这造成他们在实际承担公共责

任时的困难。

民国时期，社会关注乡村建设问题，在舆论期

待中，乡村教师不仅是乡村教育的承担者，而且还应

该在乡村建设、社会改良中发挥领导作用。在这个

泛化的功能期待中，中小学教师对于乡村社会的了

解和适应、参与乡村社会事务的深度和能力是前提

条件。乡村小学教员“非有应付农民的灵活手腕，是

不能够永久在乡村服务的。”[25] “乡村的小学教员只

会教功课是不成的，不然连一个‘土秀才’的名目也

不配；乡村中的小学教员，除了应教的功课之外，

对于应酬方面的小玩意儿，当具完备，才能讨人家的

欢喜。……还有一层，小学教员于交际方面。当善

于应酬，不然，东家和不相旁干的人到了校里，若是

照应不周，稍有失礼，便容易落个不懂人情世故的罪

名。”[26]

显 然 ， 乡 村 教 师 参 与 社 会 事 务 必 备 两 方 面 技

能：一是应付乡村民众礼俗生活的技能，比如写一

些应用文之类的。这些技能虽然新式教师一般都比

较欠缺，但如果下决心学的话，还是容易解决的。

二是生存于乡村社会的社交能力，民国时期的中小

学教师普遍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因为社会活动能力

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能培养出来的，它依赖的是日

常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对地方社会和人性的了

解，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经验和技能，甚至还包括

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等等，而这些却恰恰是新教育所

欠缺的。因为自清末教育转型启动以来，从教师的

培养到教师的选拔任用，其标准都在强调教师基于

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之上的专业知识技能。而这些专

业知识技能的获得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

就造成每一个新式学校毕业、准备从事教师职业的

青年，比起他的前辈——旧式塾师来说，都更关注

专 业 范 围 以 内 的 问 题 ， 缺 乏 对 自 己 生 存 背 景 的 了

解，也缺乏必要的互动，所以，他们的社会生存经

验和技能都要欠缺一些。再加上，他们所受的现代

教育理念与还很传统的乡村社会之间本来就存在巨

大 的 割 裂 ， 从 而 造 成 他 们 与 乡 村 社 会 更 加 格 格 不

入。因此，别说让教师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就是

让他们融入社会，与社会能进行流畅的交流，都需要

一定的时间磨炼。事实上，民国乡村教师不仅很难融

入乡村、引领乡村，反而是经常受到乡村社会的排斥

和改造。

民国乡村教师以自身日常生活中的痛苦教训，

证明了单纯的高学历、好成绩是不足以成为一个合

格的乡村教师的。许多成绩优异的师范生，在从事

教职之后，都曾经倒在处理社会事务上。有位视导

员记述了这样一件实例，一位上海中学师范科毕业

的高材生，在刚进入乡村学校任职时，就受乡村流

氓的骚扰和刁难，最后逼得不得不离职。当时这类

事件比比皆是，因此有人总结乡村教师的工作经验

时就说：“新教师们最感痛苦的，除了待遇之‘清’和

生活之‘苦’以外，就要算人事方面的应付了。”而这

种所谓“人事方面的应付”，就是指与乡村社会打交

道的能力。[27] 日常社交能力成了青年教师走向社会

的第一课，而且是必修课。

以民国青年教师的经验来说，与乡村社会打交道

的最大困难在于处理与乡绅的关系。由于乡绅们掌握

了乡村学校的办学大权，教师的聘任、学校的招生都

由他们控制，所以在日常交往中与乡绅们处好关系，

讨好乡绅，就成为乡村教师立足乡村的第一要务。正

由于青年教师普遍欠缺与社会各色人物打交道的经验

和能力，所以导致乡村腐朽势力压制了教师；表面上

的日常社交，其实质类似于行贿。有的教师说：“教

员们对于村长的供养，简直比生身父母多要虔心好几

倍。”[28] 还有乡村教师反映，由于一般乡村教师是在外

姜朝晖，等：社会角色视角下民国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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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任职，在当地无根基，年纪又轻，社会经验不足，

在遇到当地乡绅土劣刁难时，他们有时用请酒、送礼

等方式主动与他们缓和关系，久而久之，这些土劣竟

然养成了借机敲诈乡村教师、向教员“打秋风”的习

惯。“每逢阴天下雨稍有闲暇的时候，便到学校里猜

梅花拳，差遣学生打酒买肴遥街去跑，‘夜以继日，

不醉无归，’学校成为茶坊酒肆，学生已经成了茶坊

酒肆的小买办”[29] 。所以，乡村教师要成为引领社会

改良的中心，暂时还欠缺相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

的欠缺不单单是教师主观上的原因，而是有深刻的

制度性、结构性原因。

总之，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经济困窘、职业伦

理衰落、公共责任能力欠缺，都造成民国中小学教师

的实际社会地位之卑微与社会期待中的理论角色之崇

高之间存在很大落差。

从民国中小学教师日常生活的总体表现来看，

他们对自身“为人师表”的社会角色和与之相适应的

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是基本认同的，在艰苦的日常

生活中他们对自己仍然有所要求，对自身的角色义

务也有承担。这种认同说明民国时期的教育文化转

型有成功之处，因为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角色及

身份是受当时总体社会结构所规定的，具体来说，

是 通 过 国 家 法 定 制 度 和 新 的 社 会 文 化 潮 流 来 建 构

的。中小学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体认和践

行这种外部设定的角色规范，就说明近代以来的社

会转型，尤其是教育文化转型，已经部分内化为中小

学教师所代表的基层知识分子的内在理念诉求了。

但是，不容否认，在实际生活中中小学教师的日常表

现与其角色理念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落差主

要是由外部客观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不是教师自身能

够主宰的。这就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对教师角

色的期待和设定有一定的超现实性，甚至存在内在的

悖论。这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教师角色中始终存在

的模糊地带，如果不透过教师的日常生活来考察，

其实很难揭示出近代教师角色中的这种模糊性。这

种模糊性的存在同样代表了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大问

题，至少说明教师作为一个重要社会角色的建构绝

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社会工

程。如果忽视教师作为人的主体诉求，其实也很难

建构起一个既有社会认同、也有主体自我认同的内

外统一的稳定清晰的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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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古代监察机制的调整与强化时期，明朝尤为注重官吏队伍的整治，这不仅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

相关，也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经历有关。自建朝以来，明代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中央、地方监察机

构和“两厂一卫”互相牵制，十分严密。与此同时，通过《宪纲条例》和《大明律》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和惩治法规对

官员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其违反法令的行为规定了详细的处置意见。监察机构的层叠交织，监察立法的

细化，使得明朝的监察体制更加严密，“风纪为之一清”。但是由于监察理念上的偏差以及对监察官的监督不到位，

在后期出现了监察机构职能重叠、监察法规处刑过重、权利限制逐渐失控等问题。总体来看，明朝的监察系统未能

实现应有的监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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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察系统建立之背景

（一）社会背景

明代监察系统的建立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首先，是元朝灭国的教训。元朝蒙古族统治者

将一些民族习惯异化，带入治国理政中，致使吏治腐

败。如蒙古族有“撒花”，即“见其物则欲”[1]的习惯，

许多地方官员到任之时便借“撒花”的名义搜刮钱财

礼品，收入自己囊中。此类不良习惯盛行，导致元朝

贪污腐败之潮、卖官鬻爵之风愈演愈烈。诚如古书

记载：“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

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

千百不一二。”[2]元朝的吏治腐败最终导致其很快覆

亡，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以其为戒，将整顿吏

治、严明法纪作为工作重心。

其次，是明朝初期的社会矛盾。其一是地主阶级

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明朝初期，一方面由于经历了诸

起农民战争，民生凋敝，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另一方

面，地主阶级历经宋元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贪婪欲

望迅速膨胀[3]，官商勾结，大行贪腐，加剧了与农民

阶级的矛盾。其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一方

面是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两大势力拉帮结派，明争

暗斗，严重破坏了官僚系统的慎独风气；另一方面是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相权的膨胀不仅严重影响官

员队伍的廉洁，也对皇权造成了威胁。因此，加强监

察，严肃官纪势在必行。

（二）个人背景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先后经历了饥饿之苦、丧亲之痛、自尊之伤，不仅深

感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和民生的水深火热，更对不守官

道、敛财为私的官员深恶痛绝，为此曾愤言道：“昔在

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

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4] 因此，建立

明朝后，为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巩固王朝统治，朱

元璋决心彻底整治官场，尤其要严惩官员擅权失职等

扰乱朝纲的行为。

二、体系架构

明朝的监察体系与其他朝代相比更为完善，一

方面，自中央到地方，明朝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监察机

构，监察范围在加大。另一方面，监察的力度也在加

大，不仅设置了多个部门负责监察、相互牵制，而且

对于职务犯罪惩处、监察责任追究的力度也在加大。
[5]这在《明大诰》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一）机构设立

明朝增设了新的监察机构，监察官队伍也在不断

壮大，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监察机构林立，其

组成的监察系统上下交错，纵横勾连，十分严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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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明太

祖朱元璋将元朝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废除，更置都察

院，作为皇帝的耳目风纪之司，都察院内的官员专门

负责纠劾百官、辩明冤屈、提督各道，但凡有大臣奸

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皆劾。[7]有明一代，都

察院内的官员队伍十分庞大，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种：

其一是都察院内的长官，包括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

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其二是辅助人员，包括司务、

照磨等。其三属于明代的特色官员，即监察各地的专

门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8]13明太祖将全国划分为

十三道，各设一名专管辖区的监察御史，他们主要是

通过当面或者奏章的方式纠察内外百司之官邪。[9]虽然

十三道监察御史属于都察院内的官员，但不受都御史

等长官的领导，只对皇帝负责，他们甚至对都御史等

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也有权纠劾。[10]

为了避免监察权力过于膨胀，防止都察院的“一

官独大”，明朝还设置了另一个监察机构——六科给

事中。与此前几个朝代相比，六科给事中不仅规模扩

大，职权也在扩大。明朝以前，给事中的职责主要是

谏诤规诲、封驳制敕，而不管纠劾之事。[8]15 然而在明

代，即便给事中只是官阶七品，却已然是明朝监察系

统中的重要存在，可以说“人微言不轻”。对于朝政得

失，可以给予建议；对于百官贤佞，可以予以纠劾；对

于百官奏章，可以驳正违失；对于朝廷制敕，可以封

还执奏……可以说朝廷诸令、百官诸事，给事中都可

以参与其中。[11]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明朝监察机构

的规模空前，但是各监察机构也是互相牵制，尤其是

六科给事中，对于都察院和六部起到了双重的钳制作

用，也使得明朝中央监察体系更加严密。

2. 地方监察机构——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司、

督抚。监察系统的建立绝不只是停留在中央层面的监

督，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各级地方官员的监督。明代

废除了行中书省，改设“三司”为地方行政机构，其

中布政使负责处理地方行政事务，都指挥使负责地方

军事，而按察使则掌管监察、司法诸事。按察使作为

各省监察的常设机构，与都察院相互照应。都察院被

称为“内台”，按察使则坐拥“外台”之名，二者合称

“风宪衙门”。[12] 按察使掌管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

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13]，其职能主要集中

在监察部分，尤其是司法判案中的监察。不可否认，

提刑按察使司不仅在监察地方上取得了一些效果，同

时，对于分割地方权力，强化中央集权也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地方的专职监察官员，长期处

于一个官位，极易与地方其他官员，尤其是被监管的

官员勾结，从而模糊了地方监察工作。

巡按御史就是皇帝为了避免地方监察的疏漏，

而专门派驻到各地巡回监察的御史。这一设计很好地

避免了提刑按察使司长期任职所造成的徇私舞弊、监

察不公问题。其实，派遣中央官员赴地方监察指导工

作的制度自西汉就已有之，明朝巡按御史的设置实际

是延续了这一制度，并结合本朝特点进行了相应的完

善。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下诏颁布了《宪纲事类》，类

似于今天的部门职业规章，对于巡按御史的交际、回

避等诸事项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规定，对御史的行为

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14]史料记载，其职能主要是

“代天子巡狩，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15]

可以看出巡按御史的职权之大，对于地方的官员，

不论是监察官员还是被监察官员，都起到了威慑的作

用。而且，由于巡按御史只是到地方进行巡视，且巡

视的地方一般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其监察

工作更容易开展，也更容易取得效果。

与巡按御史类似，督抚也是由中央派遣到地方巡

视的官员，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督抚是以中央最高监

察官员的身份巡视地方，权力要大于御史。[8]17其隶属

于都察院，原本是中央派遣到地方巡视的临时官员，

但是后期逐渐发展为掌管地方军政的地方官员。[16]总

督和巡抚合称为督抚，皆有肃清吏治之职能，据史

料记载：巡抚具有“均赋税、击贪浊，安善良”的职

权，而总督除了掌管军务外，也承担着监察贪官污吏

的职责，为整治地方贪腐又添一层防护网的同时也牵

制了地方其他监察势力。

综上，明朝对于地方的监察更加重视，专门机构

和临时机构层层设置，将监察工作层层深入，在整顿

地方官吏队伍的乱象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两厂一卫”——东厂、西厂、锦衣卫。如前

所述，明代自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监管机

构来监督官员，因而负责监察的官员掌握了较大的实

权，但权力一旦过大就容易出现异化，因此为了制衡

过大的监察权，明太祖另外设置了监督“监察官”的

“机构”——“两厂一卫”，这也是明代监察机构的另

一特色。其中“两厂”是指东厂和西厂，由皇帝最信任

的宦官组成；“一卫”即为锦衣卫，是由原来的拱卫司

扩编而成的 [17]，二者合称为“辑事衙门”，其主要职责

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18]。

东西两厂和锦衣卫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二

者虽同属于皇帝亲信组成的监察机构，但是由于两厂

更得皇帝信任，相比之下权势更大。除此之外，二者

虽互相配合，共掌监察，但职能偏重略有不同，厂主

侦伺，卫则典诏狱。[19]当然他们还是共性之处居多。

首先，他们都不属于上述提及的任何监察机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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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于皇帝，由皇帝统领。其次，权力范围具有独特

性。明代监察机构的权力再大，也仅仅只是弹劾权等

一般权力，后续的定罪和处分则交由大理寺等相应机

关负责定夺。但“两厂一卫”的权力却不仅限于一般

的弹劾权，明朝后期还专门设置了“诏狱”，这一设

计就使“两厂一卫”拥有了独立的执法权，若发现官

吏的不轨行为，直接可以逮捕和审讯，并在确定犯罪

事实后，可将犯罪者直接下“诏狱”，这样就将举劾、

审讯、定罪、执行集中于一身，形成了一体化的办案

机制，其权力呈现出了明显的扩张。最后，监察方式

具有特殊性。“两厂一卫”既不同于都察院等专职监

察机构，也不同于巡按御史等巡回机构，而是作为专

门服务于皇帝的秘密监察机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工

作的特殊性质。他们没有定点监察的对象限制，也没

有繁琐的工作流程限制，随时听命，随时监察。一般

会选择蹲墙角、扒门缝等隐蔽方式暗中监察，因而不

论是文武百官还是富贾百姓，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被

监视。这样一来，对官员的监督就不仅限于公务的监

督，连私生活也置于监督之下。因此“两厂一卫”虽

然有些许不合常规之处，但是却在群臣之中形成了较

强的威慑力，极大地加强了皇权统治。

纵观中央、地方各级的监察机构，可以看出，在中

央，都察院总揽全国监察大权，监察对象面向所有官

吏；而六科给事中则类似于定点监察机构，主要负责

监察朝廷六部的官员；监察御史属于定向监察机构，

主要负责承办所属的十三道的监察工作。在地方，按

察使统揽地方监察大权，专职监察各省官员；巡按御

史和督抚都属于巡察监督机构，面向不确定的地方官

员，为中央掌握和解决地方情况提供便利。厂卫则是

专属皇帝的秘密监察机关。至此可以总结出明代监察

机构的特点，即明代的监察体系已经交织形成了以都

察院为核心，以六科给事中为依托，以十三道监察御

史、巡按御史、督抚等环绕的庞大监察系统网络。[20]

（二）法律颁布

除了完善监察机构，明代监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制定相关法规、条例、文件。其中法规可以分为监察

类法律规定和职务犯罪惩罚类法律规定。这些法律、

条例、文件对于官员的工作职责、流程、规范要求以

及犯罪惩罚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定。

1. 监察法规——《宪纲条例》《大明会典》《出巡

事宜》。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监察立法活动，宋

代制定了《考课令》考察“监察官”，元代制定了单行

监察法规《宪台各例》，明代延续前朝监察立法的传

统，制定了《宪纲条例》。这是明代指导监察工作的总

法规，统筹部署各级监察工作的开展，体量庞大且规

定细致，不仅规定了“监察官”的考核任选资格，还明

晰了其任职后的工作要求、职务地位以及违规处罚等

诸项事宜。

在《宪纲条例》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监察系

统，明朝又颁布了专门的监察法规，如《大明会典》

和《出巡事宜》。其中，《大明会典》是面向六科的

专门法规，其目的是规范六科给事中的职务行为。该

法规内设总则36条，其余6章分别面向吏户礼兵刑工

六部，指明了各部的工作性质，明晰了各官员的工作

要求，最后还附有南京六科给事中条例，条例结构一

如京都六科。[21]除了颁布律典，对常规监察系统内的

官员进行监察以外，明朝还颁布了专门针对巡回监察

系统的法律——《出巡事宜》。因为巡按御史是替皇

帝巡狩，监察职权较大，监察的范围也较广，因此对

其行为的规范也就更加广泛，其内容不仅包括一般的

工作权限，还涉及到了道路、学校、度量衡等多个方

面，其中以经济监察和司法监察最为突出。[22]

上述三个规章虽都属于明代监察类规范，但法律

性质和适用范围大不相同。其中《宪纲条例》属于明

朝统一的监察法规，用以规范所有监察工作，约束所

有“监察官”。《大明会典》是面向六科给事中的专门

法规，《出巡事宜》是适用于巡按御史监察的专门条

例，只是用来规制各相关监管部门，因而后两者适用

范围自然要窄于前者。类比当今，《宪纲条例》类似于

《监察法》，而《大明会典》和《出巡事宜》则类似

于法律的实施细则，这些文件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以

统一监察法典为核心，以部门专项条例相配合的监察

法律体系，推动了监察立法法典化的进一步发展。

2. 惩治法规——《大明律》《明大诰》。明太祖

深谙“乱世需用重典”的道理，曾言“吾治乱世，刑不

得不重。”[23]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明代的基本法律

《大明律》针对官吏犯罪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而后

在《明大诰》中，以官吏犯罪为整治对象，对于各行

为的处罚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大明律》作为明代的统一性法典，以唐律为蓝

本，对各罪行规定得十分详细。针对官吏犯罪，相关

规定主要包括律首的“明六脏”部分和其后《刑律》

中的《受赃》部分。[24]“明六脏”延续了“唐六脏”，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但是与唐朝相比呈现出了

两点不同：其一，同样的行为，明朝处治的力度要重

于唐朝。例如，收人财物枉法裁判的行为，唐朝规定

若收取财物一贯以下，杖六十，若达一百二十贯，杖

一百，流三千里；但明律规定，一贯以下杖七十，达

八十贯则处以绞刑。[23] 其二，明代对于官员受赃划分

得更为详细。“明六脏”中仅有“常人盗”和“窃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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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员犯罪联系不大，其余四赃均可涉及官吏犯罪。

但是前述四赃也仅是一般性规定。《受赃》则直接面

向官吏犯罪，该章具体划分了11个部分，包括受财、

犯脏、求索等多个方面，其中根据受财情形的不同，

又将其进一步划分为普通受财和事后受财；根据受赃

对象的不同，又区分了普通官员受赃和“监察官”受

赃等情形。[24] 除此之外，还在犯罪主体和行为程度、

犯罪心态等多方面进行了区分，基本上将官吏可能涉

及的所有财物罪过形式都做了规定。

朱元璋认为仅用《大明律》规范百官行为尚且不

能形成足够的威慑作用，为了实现预期的惩治效果，

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还亲自编纂了《明大诰》。不

论是与前朝律令相比，还是与《大明律》相比，《明大

诰》都体现了十分突出的自身特色。首先，它是在“明

刑弼教”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为了让法令深入

人心，朱元璋下令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添置一本《明大

诰》，并且规定，被判处笞杖徒流四类刑罚的犯人，若

家中有《明大诰》，可罪减一等，若无，则罪加一等。

其次，《明大诰》的内容具有独特性，其中洪武年间官

吏被判刑的典型案例，是朱元璋御笔裁断而成的具有

法律性质的命令、判例、成事及训诫的汇编[25]， 对基

本法律的适用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最后，在罪刑

设计上，其具有“法外用刑”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两

个方面：第一，同一犯罪加重处刑考，即轻罪重判。

与《大明律》相比，《明大诰》刑罚适用显然较重，

例如对于官员买东西不给钱的行为，《大明律》判处

杖、徒、流等刑，而《明大诰》判处枭首或斩首。大

诰中提及了多个有关案例。[26]加重还表现在范围的扩

大化。凌迟过去仅适用于恶罪，在《明大诰》中却用

于官吏贪污、科敛、伪造文书等多个方面；族诛作为

重刑，过去适用于谋反罪，而《明大诰》中，族诛也

可以适用于官员滥设吏卒、官物起解等行为。第二， 

还表现为律外酷刑及滥诛考，尤其是“无罪错判”的

案例增多。明朝设计了各种残忍的刑罚折磨犯罪的官

员，除了经常施酷刑，明朝还经常株连无辜，较为典

型的是胡惟庸一案，《明史·刑法志》载“历年间，凌

迟、枭示、族诛者上至千百，弃市以下达万数。”其惩

治力度之大，充分体现了明朝对官吏犯罪的高度重视

和惩戒决心。对官吏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作

为《大明律》的补充，《明大诰》对于解决官吏贪腐等

诸罪在具体适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

纵观明代这些律令条例颁布和修改的过程，也可

以看出对于惩治官吏犯罪，明代已经总结出了相当成

熟的规定体系，通过监察法规与惩罚法规并举，“律与例

并行”的运行方式，实现了监察立法与司法的联动。[27]

三、实践效果

监察立法的细化，监察机构的层叠交织，都使得

明朝的监察体制更加严密完整。这种监察体制严厉惩

治了官员队伍的不法行为，“风纪为之一清”，监察工

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监察体制运行的后期，监

察工作逐渐“偏轨”，出现了一些不可控的不良后果。

（一）积极效果

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的监察体制有了“质”的

飞跃，为中国监察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首

先，在机构设置上，通过设置中央、地方、巡回等不

同级别的监察机构，明确了分工和监督范围，实现了

对各级官吏的监督。尤其是对于地方的监察，明代可

以说是别具匠心。在中央层面，设置了十三道监察御

史，将对地方的监察工作统合在中央统一监管下，加

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在地方层面，在各省设置了

专门的监察官员——提刑按察使司，由其负责对地方

具体的监察工作，以分担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工作，同

时也可以避免“天高皇帝远”而出现的监管不到位的

问题。为确保中央与地方的监察衔接，避免地方专职

监察部门的工作出现偏差，还派遣巡按御史和督抚，

不定期巡查地方监察工作。实现了监察的双循环，使

腐败无藏身之地。其次，在监察思想上，考虑到了对

“风宪官”的“反监督”，关于都察院的律典规定中明

确提出，若都察院堂上官、按察使司旷工费事，可以

相互纠劾，绝不允许徇私容蔽。[5] 同时也注意发动群众

力量，加强民间监督，《明大诰》规定，如果官员私立

名目收取钱财，“遍处乡村市井可连名赴京状奏”[28]，

一时间，监察工作快速推进，多方监督蔚然成风，社

会矛盾有所缓和。最后，在监察法律方面，一方面

通过制定专门的监察法规《宪纲条例》，使监察工作

的开展有了核心和方向。另一方面，不仅通过《大明

律》对官吏犯罪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而且专门颁布

了《明大诰》，对官吏犯罪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诸多判

例，这些法律和条例等相关律例结合在一起，在推动

监察立法和司法的联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沉重打击了贪官污吏等腐败势力。虽然洪武初期，

律典中有关官吏犯罪的刑罚规定的过于严厉，但因为

法律规定的刑罚和最终适用的刑罚基本保持了一致，

所以明代的监察律典的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据

《明史·刑法志》记载，经过一系列举措，明代“守

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民

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二）不良后果

不可否认，明代监察体制在监察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其消极面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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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构建是分不开的。

其一，就监察律典层面而言，“重典治吏”激化了

矛盾。自明朝建立以来，朱元璋就主张“乱世当用重

典”，对官吏犯罪的刑罚力度远超前朝，尤其是到了后

期。但凡事总有两面性，虽然重典会使部分官吏有所

忌惮而不敢犯罪，但是过度的杀戮反而会适得其反。

开国功臣尚且难以自保，清廉之士亦可牵连，更何况

一般官员呢。因而官员的抵触情绪增强，甚至产生心

理扭曲[29]，一度出现贪官赃吏“如蝇之趋朽腐”、“朝治

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26]等现象。

其二，就监察机构而言，监察机构职能重叠导致

一些混乱。虽然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多个监察机构，

实现了权力的制衡，但同时亦造成了机构重叠，职权

混淆的局面。[8]116 在中央，都察院掌握监察大权，但

厂卫的监察权由皇帝赋予，直接对皇帝负责，当厂卫

发现贪腐直接对其审讯时，都察院又该如何行使职权

呢？在地方，明朝前期，督抚和巡按御史都是由中央

临时派到地方巡视监察的官员，二者皆有纠劾权，

但二者之间具体职能分工有何差异却模糊不清，而且

督抚之权，巡按御史皆有之，那么设置督抚的意义何

在？这样的监察体系看似严密，但是内部分工和交叉

职权界限不明晰。

其三，就监察权力而言，对于权力的限制逐渐失

控。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

绝对腐败。”[30] 虽然各监察机构分化权力，在避免权力

集中所导致的腐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部分

“风宪官”的权力肆意膨胀，逐渐不受控。最为明显

的体现在巡按御史上，由于“小事立断”，所以巡按

御史掌握较大的监察权力，包括弹劾和举荐等重要权

力。由于许多事情的决断权掌握在巡按御史手中，其

他官员便百般巴结奉承，讨好行贿。监察官尚且不能

做到清正廉洁，又何谈普通官员呢？如此看来，明朝

后期，腐败愈演愈烈也是有据可循的。

四、缺陷

历史上各朝各代均从机构和律典两个方面去调

整和改进其监察体制，明朝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强

化，最后却事倍功半，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监察理念存在偏差。朱元璋吸取了元朝灭

亡的教训，决心“重典治吏”，这固然没有问题。但是

大多数官员做官是为了过比之前更好的生活，而不是

继续过清贫日子。朱元璋却认为官员俸禄过多就会产

生腐败，所以便以自己的标准严格要求所有官员。当

时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仅70两白银，这70两白银除去

要满足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给办差的衙役等人发放

薪水就所剩无几，其生活捉襟见肘，只能铤而走险腐

败了。诚如古书记载，“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重

典、重刑是打击腐败的有效手段，但较低的俸禄却于

此无补。高薪是否养廉未可知，但是低薪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无益于养廉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打击

官吏腐败犯罪需要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一体化机制。[31]其次，要想官吏“不想腐”，不仅要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要以“不需腐”为依托。而明代

官员薪俸水平普遍过低，缺少了“不需腐”环节，监察

工作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是监察官的监督体制部分存在问题。对于监察

官员、澄清吏治，明朝的监察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对于监察官的监察则有些薄弱。首先，虽然建立

了各监察系统的互纠互劾体制，但是由于各为其政，

加之受理案件较多，外部监督名存实亡；其次，监察

机构仅注重对外部官员的监察，尚未建立起内省内查

机制，内部监督不健全；再次，对于巡回监察官的监

督欠缺。明朝前期，巡按御史下到地方开展地方监察

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后期在巡按御史内部

却出现了较多腐败案件，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案件较

多，案情复杂，巡按御史办案需要大量的时间，少则

一年半载，多则三年五载，因此朝廷在各地也为御史

设置了相应的官府，时间一长，官员间的交际往来随

之增多，极容易与地方官员勾结。其二巡按御史具有

“小事立断”的权力，但是何为“小事”却完全靠御史

自由心证，不受监督的权力本身就成为了滋生腐败的

温床。

综上，监督体系内部的监督是确保对外监督真正

实现效果的前提。若想真正实现监察效能，就必须将

监察系统自身的监督融合进当前监督体系中，只有在

确保监督官自身处于监督下，才能更好地推进对外监

督工作的开展，也更能保证对外监督工作的公平性和

真实性，如果不能消除监督权力的“空白地带”，即使

再严密、再健全的监督体系最终也只能是土崩瓦解。

结语

明代构建的监察体制在整个监察历史长河中十分

突出，通过设置中央和地方等监察机构、颁布律典和

相关律令，明朝建立起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监察制度，

实现了监察体制的革新，这对于整顿官吏队伍，净化

官场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机构混

乱，在后期运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尤其是在

重典治吏的背景下，明朝的部分官员顶风作案、贪污

腐败依旧屡禁不止。以明代监察史为鉴，在吸取监察

机构教训的同时也应参考双轨监察体制的经验，形成

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合力，为今后监察更好地实现

监察效能助力续航。

任  静：论明代监察系统的构建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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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upervision System in Ming Dynasty

REN  Ji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has established a central to local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The central and local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s and the "two factories and one guard" have 

restrained each other and are very strict.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special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regulations on the outlin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of the Ming Dynasty, strict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work of officials, and detailed disposal opinion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ir viol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overlapping and interweaving of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refinement of supervision legislation mad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more rigorous, 

"discipline is one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due to the deviation of supervision concept an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over supervisors,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the later stage, such as the overlapping of 

functions of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the excessive punishment of supervis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gradual out of control of rights restric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failed to achieve the due supervision effect.

Key words: supervision in ming dynasty; the supervisory code; supervisory bodies; heavy code governing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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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法治观念仍需强化，法治队伍建设薄弱，考核评价机制不科学等原因，当前我国高校规范性文件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文件制定主体多元、制定程序不规范、“立法”标准不高、内容不科学和不具有可操作

性等问题。应加大高校法治建设考核权重、出台规范性文件监管指导性意见和契合校情的管理办法等促进规范性文

件法治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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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 的总目标。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的重

要组成部分。高校规范性文件以其具有的规范性、

普适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为高校健全完善法治化

决策和管理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依据支撑。研究高校

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对推进依法治校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

一、高校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内涵

（一）高校规范性文件的界定

探 讨 高 校 规 范 性 文 件 法 治 化 内 涵 ， 首 先 要 明

确高校规范性文件的涵义。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

为，高校规范性文件是指高校以学校名义发布的在

全校范围内适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能反复适用

的 规 定 、 办 法 以 及 带 有 规 范 性 内 容 的 意 见 等 。 当

然，有的学者也主张将学校各二级教学单位或职能

部门制定的在本单位或部门范围内施行的文件纳入

规范性文件范畴。笔者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因为

该观点虽出于扩大二级教学单位或职能部门自主权

的追求需要，违背高校“法制统一”的基本精神。

高校应建立健全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制

度体系，明确规定除以学校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制发规范性文件。

（二）高校规范性文件的性质

学 界 通 说 认 为 高 校 规 范 性 文 件 虽 非 属 于 狭 义

“法”的范畴，但其法律定位类同于“规章以下的规

范性文件”，具有“准法律”的性质。[1]高校规范性文

件具备法的普遍适用性和普遍拘束力，其主要是对学

校决策、教学和管理等一切学校事务的制度性安排

和学校、师生权利义务的规定。高校一切管理行为

的实施和师生权利义务的实现无不将规范性文件作

为主要依据。这种高校规范性文件特有的属性决定

了将其性质界定为“准法律”的科学性。当然，高校

规范性文件相对于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而言，

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可操作性强，其是在遵循宪法、

法律、法规和规章等上位法前提下，对学校具体决

策、教学、管理和师生权利义务如何更好实现的制

度性细化。

（三）高校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内涵

既 然 将 高 校 规 范 性 文 件 界 定 为“ 准 法 律 ”，那

么其法治化应具备狭义法的法治化通常内涵，具体

来说应包括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大方面。形式法

治主要是指法治的形式性和工具性，强调法治的程

序性和外在性的显现，其不仅要求规范性文件的名

称、签署主体和格式、遣词造句等技术性规范满足法

的形式化要求，文件的制发和实施应遵循正当程序的

要求亦是形式法治的应有之义。实质法治是指高校

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科学性以及所设定的师

生权利应有相应的保障性救济机制。具体来说，一

是高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要以遵循宪法、法律、法

规和规章等上位法为基本前提，所规定的一切内容

均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二是高校规范性文件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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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立足于学校发展实际，满足于学校发展现状和

客观需要。三是高校规范性文件要追求权利与义务的

一致性，所设定的师生权利必须要有相应的富有操作

性的救济性保障机制。

二、高校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一）制定主体多元化

高校普遍存在着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多元化的

现象。高校的各职能部门和二级教学单位均根据本

单位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这虽能够满足各自

职责范畴调整现实之需要，但因缺乏文件制定的协

调配合，导致“重复立法”、“多头立法”。随之而来

的是庞大的规范性文件数量和内容上不可避免的冲

突，这显然违背高校规范性文件作为“准法律”应遵

循的“法制统一”之精神。

（二）制定程序不规范

针对“立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程序法

治之具体内容主要有遵循基本的程序阶段、遵循民

主、公开、说明理由等确保程序正当的基本制度。[2]

高校规范性文件作为“准法律”，其制定理应遵循此

基本制度。现实中，高校规范性文件制定普遍缺乏建

立在公开征求意见、系统调研论证基础上的“立法”

规划，往往是根据现实之需，由学校或部门领导决

定出台相应文件来解燃眉之急，事后，则束之高阁。

高校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随意性，与“准法律”应追求

的法的稳定性精神相悖，且因规范性文件制定决定

者和所需情势的多变，内容存在矛盾冲突亦不可避

免。高校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不规范，还突出表

现在制定过程中不能够严格按照起草、审查、决议

和公布的程序来进行，甚至存在学校个别领导决定即

付诸颁布实施的现象，整个制定过程充斥着个人特权

色彩。

（三）“立法”标准不高

高校规范性文件作为“准法律”，应参照宪法、

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统一“立法”标准。高

校规范性文件“立法”标准不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

面：一是文件名称使用混乱。制定高校规范性文件

属于“立法”范畴，其应具有法的形式特有秉性，

在形式或外观上仅通过文件名称即可让人判定为属

于 规 范 性 文 件 而 非 其 他 文 件 。 但 实 践 中 高 校 规 范

性文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名称中甚至冠以“条

例”“规章”等字眼，完全背离了作为“准法律”应

具有的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二是时间效力规定不

科学。高校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普遍存在未规定时间

效力的问题，在生效时间上往往将文件颁布时间规

定为施行时间，导致师生来不及了解文件内容即要承

担实施效力的约束。在失效时间上，高校出台的规范

性文件很多更是未做规定，甚至有的文件名称中标

注“试行”“暂行”的，也是长期生效，完全背离了

暂行性“立法”原意。三是存在文本格式不规范、遣

词造句出现歧义、结构不合理、逻辑不严谨等其他

问题。

（四）内容规定不科学

高 校 规 范 性 文 件 实 质 法 治 要 求 ， 所 出 台 的 规

范性文件在合法前提下，应立足校情和体现本校特

色，契合本校发展实际。在实践中，高校脱离校情

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高校为了应

付上级制度性检查或考核，模仿甚至照搬照抄其他

高校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高校规范性文件内容规定

不科学的另一突出表现是“高校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教

学、科研、人事方面的文件多，而关于后勤管理服

务等方面的文件少，关于应急性的文件多，关于前

瞻性制度安排的文件少，等等”  [3]。

（五）缺乏可操作性

正如张文显教授所认为的：“在某种意义上，法

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办事就是依照程序办事。”[4]

高校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应由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设

计来加以保障，以确保其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职

能和职责都能得以较好实现。但现实中高校规范性

文件普遍存在着实体性规范较多，程序性规范较少

的问题，有的规范性文件通篇仅是原则性规定，规

范性文件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譬如高校规范性文

件普遍规定了师生对有关自己处分或处理的决定申

诉的权利，但因缺少科学、合理的申诉规则和程序

等规定，导致师生权利救济难以较好实现。

三、高校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高校法治观念仍需加强

近年来，依法治校在高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高校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的意识仍需强化，依

法治校的制度和措施仍需健全，依法治校还没有完

全成为学校的自觉行为。高校把规章制度作为学校

决策、教学和管理的根本遵循，出台的规范性文件

契 合 校 情 ， 文 件 的 制 定 和 实 施 完 全 遵 循 民 主 、 公

开、充分调研论证等正当性程序需求，进而实现法

治思维和法治化制度建设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理

想依然任重道远。

（二）法治队伍建设比较薄弱

高校的法治队伍建设普遍较为滞后，突出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很多高

校虽然设立了法律事务机构，但却无独立的工作人

员，大多是挂靠在学校办公室，法律事务也多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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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公室工作人员兼职处理。二是缺乏高校法律

事务专业人才。高校法律事务对高等教育教学和管

理专业性标准要求较高，这使诸多法律工作者望而

生畏。即使高校内部的法学教师和科研人员，或因

无高校事务管理相应经验，或因高校缺少激励、保

障机制，很难参与到高校法律事务中来。高校法治

队伍建设的缺失，导致高校规范性文件制发、合法

性审查、定期清理等常规性法律事务出现无专人从

事的窘境，严重影响了规范性文件法治化的发展。

（三）考核评价机制不科学

传统上，高校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中对教学和科

研成果、人才引进和高校师资力量建设等权重占比

较大，对高校法治建设与发展却关注较少。这虽与

高校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相吻合，但直接影响了作

为高校发展制度支撑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发质量。高

校出台的某些依法治校的规范性文件，只是出于应

对上级部门对法治建设考核的需要。

（四）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不健全

当前，高校普遍未建立以章程为核心、规范统

一、分类科学、层级清晰、运行高效的学校规章制

度体系，这与依法治校所要求的完善规章制度和规

范性文件制定发布机制，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

规章制度体系等法治化诉求相去甚远。这些都成为

导致高校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混乱、文件规定内容

重复甚至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所在。

（五）监督审查机制缺失

高 校 规 范 性 文 件 是 高 校 实 施 宪 法 、 法 律 、 法

规、规章，贯彻上级教育政策方针以及高校进行决

策、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能的重要抓手，其以特有

的与高校校情相契合的可操作性，发挥着其他上位法

规范不可替代的调整作用。但在实践中，乱发文、文

件质量不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制发程序不

完备、与上位法相抵触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严

重影响了高校规范性文件调整作用的发挥。高校未

普遍建立起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和合法性审核

制度，致使出台的文件未得到过程性动态监督，是

当前高校规范性文件制发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四、推进高校规范性文件法治化的合理化建议

（一）加大高校法治建设考核权重

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应转变思维，增加依法治校

成效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以更好地发挥法治对高

等教育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修改当前的绩效考核标准，

在强化依法治校考核的基础上，将高校法治机构和

队伍建设、校内规章制度体系建设、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和合法性审核机制建设、学校领导干部带头

学法述法、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等在考核标准中加以

明确和量化，以考核倒逼和推进依法治校建设，彻底

扭转高校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意识薄弱的现状，最终

实现依法治校完全成为高校自觉行为的目标。

（二）出台规范性文件监管指导意见

教育主管部门结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出

台高校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的指导性意见，来引领和

指导高校规范性文件法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指导

意见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合法性审核制度。

明确规定规范性文件在提请集体会议（通常为校长

办公会或校党委会，关涉师生切身利益的规范性文

件，应为师生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前，应由学校法

律事务机构或法律顾问对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通

过审核的方可提请相应集体会议审议。二是明确备

案 审 查 机 制 。 明 确 规 定 规 范 性 文 件 印 发 后 3 0 日 内

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并从制定主体、制定权

限、制定程序、内容是否合法、适当等方面规定上

级主管部门的审查范围。三是明确建立实施情况评

估报告制度。规范性文件在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

实施的，应当由文件起草单位在该文件有效期届满

前一定期限内进行评估并出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

括文件施行后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等

内容，进而提出保留、修改或者予以废止的意见。

（三）出台契合校情的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在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尚 未 制 定 统 一 的 规 范 性 文 件

监管指导意见前，各高校可从本校实际出发，制定

出台适合校情的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不失为解决

当前高校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可行途径。具体来

说，办法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确定规范性

文件年度立项制度。该制度应明确以下内容：学校

按照规定程序每年年初公布年度规范性文件立项清

单，除因情势紧急须临时制定文件外，未经立项的

规范性文件，学校不予审议。第二，明确规范性文

件制定主体。针对当前规范性文件制发主体混乱的

局面，应明确规定规范性文件须以学校名义颁布实

施。第三，规范规范性文件的名称。明确规定规范

性文件的名称一般称为“章程”“规定”“办法”“细

则”“规则”“规程”等，并规定规范性文件不能称为

“条例”“规章”，可在名称中加“试行”“暂行”。第

四，科学设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高校规范性

文件制定程序的完善需要从文件的立项、起草、审

议和通过、公布等环节进行全面的细化和规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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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算法在互联网领域的逐渐深入应用，公民的

信息逐渐数据化，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终端娱乐

模式多元化发展就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依托

大数据的结果。以抖音、火山小视频、微视为代表的

众多短视频应用软件实现了井喷式发展。作为一种大

数据时代下应运而生的集娱乐、聊天交友、互动学习

等功能于一身的新型多媒体工具，短视频牢牢占据着

用户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时间。近年来，使用短视频的

用户数量与规模都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截至2021年

6月，我国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约占网民整

体的87.8％。[1]

短视频带来巨大市场与社会红利的同时，短视

频版权侵权现象也随之产生。我国目前短视频版权

保护领域存在的诸多漏洞，对我国的短视频创作、

分享、创新机制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迫切需要

建立明确的法律规制体系，引导短视频行业稳健可

持续发展，以规避短视频侵权乱象带来的不良社会

后果。[2]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

出了落实版权保护、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版权产业三

位一体、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总体要求。因此，客

观全面兼具针对性地分析当前短视频版权保护所遭遇

的困境、切实加强短视频版权保护工作，才能真正推

动当前短视频行业的优化升级。

二、大数据时代短视频版权侵权的形式多样

由于充分迎合了大数据时代的用户娱乐需求与

沟通表达的需要，短视频实现了整个行业的爆炸式发

展。与此同时，短视频用户与运营商侵犯短视频创作

者权益的版权侵权案件不断发生。短视频版权侵权的

表现形式有如下几种： 

（一）未经授权，擅自剪辑版权明确的视听作品

剪辑，原指外部第三人将版权明确并且处于保护

期内的影片进行片段选取、分割与排列，重新组合成

新作品的行为。[3]目前市场上的社区类软件里海量的

小视频有相当比例是正在热播、观看频率较高或者市

场反响比较大的电视剧、电影等作品的片段。但是，

这些短视频往往都是用户未经作品的著作权人授权而

擅自剪辑上传的。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享有

本人创作作品不受他人实质性修改的权利以及自主

决定本人作品在网络传播的时间与地点的权利。[4]因

此，如果用户没有经过原创者明确授权，和相关法律

允许就实施剪辑，并将其部分作品上传至公共平台，

使作品原创者失去作品部分内容的专有权，无疑就构

成了侵权。 

（二）未经授权，擅自录制版权明确的网游片段

在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有玩家参与的固定

网络游戏动态画面和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画面往往被

认定为“类电作品”受到法律保护。2021年6月1日起

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将原本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争

议颇大的“类电作品”归入到了视听作品之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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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片段被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因此，如今盛行

的用户个人或者直播平台通过安设不同终端设备、镜

头，录制网络游戏画面片段并上传至公共平台的行为

在排除合理怀疑后应被认定为侵权。

（三）未经授权，擅自模仿版权明确的视听作品

目前各公众平台和社区类软件不断更新的短视

频中，除了大量的影视、音乐等视听作品的片段，更

多的是模仿这些作品的经典桥段以及其他自带巨大流

量的视频。在“粉丝经济”的驱使下，用户为了获取

巨大的流量，往往在未经创作者授权的情况下刻意模

仿那些公共平台关注度高、访问量多的视听作品的内

容，剽窃其创意，继而发布至公共平台以获得粉丝关

注。遗憾的是，尽管这种剽窃创意的行为非常普遍，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要两个视频作品的表达方式

不完全相同，就不被认定为侵权。

（四）未经授权，擅自搬移版权明确的视听作品

事实上，如今的短视频行业存在大量的“搬运

工”，这一群体的工作就是在既未经视频创作者授权

又未经视频源平台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其从源平台

“搬移”至其他平台。在2019年审结的全国首例广告

使用短视频侵权案件中，被告之所以被认定为侵权就

是因为其直接搬移短视频作品继而实施广告投放。因

此，不论是对原创短视频的直接搬移还是进行了二次

加工创作，只要没有创作者的明确授权或者其他法定

许可原因及法定免责事由，此行为均被视为侵权。 

三、大数据时代短视频版权侵权的原因分析

当前之所以短视频版权侵权现象频发，是因为短

视频这一新娱乐工具的快速发展超过了社会的适应能

力，传统的版权保护手段未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短视频

版权保护形势的变化。具体呈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短视频版权保护体系中相关法律规则存在

适用失灵

有关网络作品的版权保护，我国目前主要依据新

《著作权法》《电子商务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上述法律法规确定的“红旗

标准”“通知-删除”规则“超越红旗标准”成为有力

保护我国网络版权产业的经典规则，但是它们在应用

于短视频侵权领域时却力有不逮。[5]

1.  短视频具有合理使用的可能性。新《著作权

法》第24条认定短视频被合理使用主要采取“适当引

用”标准。在实践中，法院大都根据他人在先作品占

本视频的比例来认定其“适当”与否。涉嫌侵权短视

频的画面若是通篇引用，那么被认定为超出“适当引

用”限度毋庸置疑。但在实践中许多短视频只是基于

在先长视频的部分内容制作而成，引用比例明显不超

出“适当”的限度，也就具备了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另

外，还有一些短视频是经过剪辑或录制而制成，用户

上传的目的在于引发视频内容的社会性探讨或者产生

了不同于“母作品”的正效果。这种情况下也应当被

认定为具有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因为，上述作品均不

构成对“母作品”的内容与效果复现，参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公开提供网页快照和缩略

图的行为的认定突破，具有合理使用可能性。短视频

具有合理使用的可能性，构成了三大经典规则在短视

频领域适用失灵的逻辑起点。

2.“红旗标准”出现适用失灵。一方面，实践中

按照“红旗标准”认定用户是否存在明显侵权行为，

采取的是依据“一般理性人”标准来判断其上传的作

品有无合理使用可能的方法。法院大都将依据“红旗

标准”认定的侵权对象固定为“经过专业团队制作且

内容完整、正在单一或多个平台公映、或者在黄金时

段热播的影视作品”。这类作品在制成并传播的过程

中花费了权利人巨大的时间、金钱等成本，并且具有

通过传播获得经济收益的目的，它构成了一面鲜艳的

红旗。[6]因此，根据“一般理性人”标准一般不具有权

利人将其免费上传至网络公众平台进行共享以及合理

使用“内容完整”的作品的期待可能性。然而许多用

户上传的短视频剪辑、模仿的是已经超过热映或公映

期的早先影视作品，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排除其具有合

理使用的可能，当旗帜变暗，明显就不能再刻板适用

“红旗标准”。

另一方面，用户上传大量剪辑类视频也难以认定

为“红旗”。“红旗标准”的主观条件强调的是平台方

具有识别特定视频而不是大量视频含有侵权内容的能

力。因此，即使该短视频平台中的大量视频是用户通

过剪辑这一不符合新《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

形而上传，也不应当认定为“红旗”，否则就是对平台

“特定作品识别义务”的扩大化。即使是由于该平台

方的商业模式瑕疵导致大量侵权视频的出现，认定平

台侵权的依据也应当是“超越红旗标准”。

3.“通知-删除”规则出现适用失灵。“通知-删

除”规则包含“通知-删除”与“反通知-恢复”这两

套程序，二者的实施前提均为网络存储服务方具有识

别用户上传内容合法性的判断能力。这一规则下，网

络存储服务方只具有对用户上传内容合法性的注意义

务，要求其承担更高程度的审查义务则于法无依。但

是当下有大量涉嫌侵权的短视频都是依托早先作品而

制作出的二次创作短视频，要求平台方继续保持“判

断能力”明显超出其能力范围。另外，由于平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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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义务也并不包含短视频是否属于合理使用[7]， 那

么也就无从要求平台方应当判断该视频是否合法。加

之短视频本身便具有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如果平台方

机械按照“通知-删除”规则，在不能判断视频侵权

与否的情况下便对该视频采取下架等措施，本质上构

成对这一规则的滥用，如美国的“婴儿跳舞案”。[8]即

使用户可以通过“反通知-恢复”程序恢复该视频的

传播，用户和短视频平台也存在因“热度”散去造成

受损利益无法恢复的可能。这也是许多经过模仿、录

制、剪辑的大量侵权短视频被搬运到短视频平台而不

被下架的原因。

4.“超越红旗标准”规则出现适用失灵。 利用这条

规则认定平台方侵权的考察重点在于其特定商业模式

（如在平台设置“影视专区”），[9]以及这一模式下的注

意义务（该义务体现在采取事先规避侵权的措施）与

收益正当性（广告收益）。首先，平台方设置“影视”

专区这一模式很多时候是应影视作品权利人的要求，

权利人出于宣传目的会上传该作品的短视频。也就

是说，这其实是影视作品权利人与平台方基于各自利

益考量达成的一种商业合作。[10] 因此，要求平台方单

方承担法律责任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其次，就平台方

的注意义务而言，它需要平台方具有侵权识别能力。

然而事实上，有许多影视作品权利人会同具有一定

媒体影响力的用户（如抖音、哔哩哔哩中的百万“UP

主”）达成协议，由其将作品“片花”上传至短视频平

台进行宣传。这种情况下，平台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

不具备识别“片花”内容是否侵权的能力，这就给了

许多侵权人可趁之机。最后，由于短视频平台方不具

有审查短视频是否合理使用的义务，加之短视频本身

又具有合理使用的可能，因而平台方不具有采取事先

规避侵权措施的期待可能性。因此，这种商业模式下

的平台方的广告收益应视为具有正当性。

（二）短视频版权保护体系中的司法保护呈现实

践性风险

司法治理手段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兜底保障，

也是加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11]但

是真正落实到短视频版权保护领域时，这一治理手段

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平台通过司法途径打击侵权的动力不足。一方

面，平台往往通过与用户签订的许可协议中的明示、

暗示规定成为短视频版权与诉讼权的实际享有者。站

在短视频平台的角度，短视频只是其通过吸收流量来

巩固自身市场占有率的工具而已，其关注重点在于影

响自身竞争力的来自竞争平台的短视频搬移行为。所

以，短视频平台出于竞争利益的考量，为了保持竞争

优势，主观上并不愿意删除侵权短视频；另一方面，

“避风港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性引入，免

除了短视频平台方一般问题上的主动审查义务。在诉

讼中，由于短视频平台方引用“避风港原则”的抗辩

理由常常被法官采纳，平台方更不会主动审查短视频

内容是否侵权。而对于短视频原创者来说，其在司法

维权过程中往往要在付出巨大成本的情况下承担极大

的败诉风险。被告多为具备强大经济实力与专业诉讼

团队的短视频平台方，而短视频创作者大多是不具备

经济优势与专业法律素养的公民，在这种实力对比

下，短视频创作者很难有司法维权的动力。 

（三）短视频版权保护体系中的行政保护出现系

统性漏洞

面对我国当前的短视频版权保护困境，以国家版

权局为核心的各级版权主管机关通过约谈短视频平台方

的方式，积极开展以“剑网 2018”为代表的专项行动来

打击侵权问题、整治版权保护领域的乱象。这种监管方

式确实起到了高效、有针对性的整治效果，但同样也暴

露出了不足之处。

一方面，国家版权局采取的约谈方式缺乏法律依

据。同旧《著作权法》相比，新《著作权法》中有关

行政机关介入侵权问题的规定没变，即以社会公益受

损为前提。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数短视频侵权案件的

受侵害对象都是私人利益，[12] 束缚了行政机关的“手

脚”，使得以国家版权局为核心的监管机关在许多情况

下无法以执法者的身份直接介入，导致行政机关最后

只能以约谈这种非强制性的措施来实施监管。从本质

上说，这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无奈之举，是没有直接解

决方案的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约谈属于运动式治理方法，治标不

治本。以“剑网行动”为代表的短视频侵权整治专项

运动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良好治理效果；但是一旦实

现了预期治理效果，该运动就会停止。一旦停止，之

前被压制的侵权人便会死灰复燃，短视频版权陷入侵

权-专项行动打击侵权-行动结束继续侵权的恶性循

环。[13]

（四）短视频版权保护体系中的平台方版权监测

能力不足

我国当前的短视频平台监测技术仍是传统长视频

监测技术，即监测对象为关键词和视频指纹的核心监

测技术。这一技术在针对传统长视频的监测实践中收

效良好，但是对短视频却力有不逮。一方面是因为同

长视频相比，短视频往往具有命名简单化的特点，这

就大大降低了关键词对比结果的准确度。另一方面，

由于短视频的时长过短，平台的监测系统能够截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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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数量就很有限，同时截取的画面的连续性也得

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监测平台获取的能够用

于逐帧对比的素材数量相当稀少，导致很难在第一

时间发现并及时锁定侵权视频。 

四、大数据时代短视频版权保护的路径探索

司法救济手段的“事后性”与行政保护手段的“运

动性”，构成了二者在目前的短视频保护实践中的天然

局限性，因此发挥短视频平台方与权利人各自优势、
[14]合作互补，引入多元主体共治方案建立长效保护机

制便具有了可行性。[15]

（一）更新现有的保护规则，夯实短视频版权保

护的法律堡垒

这项工作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改造“通知-删

除”规则，使其能够充分适用于短视频侵权领域。由

于短视频本身具有被合理使用的可能性，侵权的外

在表征并不明显，所以难以实施“红旗标准”；与此

同时，判断视频是否被合理使用也并未被列入短视

频平台方的注意义务，不具有平台方采取预防措施

识别侵权的期待可能性，“超越红旗标准”同样也难

以适用。因此，只能借助“通知-删除”这一既有规

则。具体来说，应当合理扩大短视频平台方的注意

义务：权利人通知平台方删除侵权短视频时应提供

详细的侵权证据，或者至少应提供依据“一般理性

人”标准可以判断出的合理理由；平台方如果认为

权利人的理由成立，就应当采取下架等删除措施。

应用这一规则的关键要素是短视频平台方能否判断

短视频被合理使用。对此，最高院可以出台相关司

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来明确合理使用情形。

第二步，进一步加大短视频侵权行为的赔偿力

度。与英美法不同的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的裁判依

据主要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具体权利义务内容

的实体法。[16]目前有关短视频赔偿规定主要见于《著

作权法》《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

损害赔偿问题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

等，主要为经济赔偿。虽然法定赔偿额逐渐提高，但

是于侵权的高回报性，看似高额的经济赔偿并不足以

对许多侵权人形成威慑力。建议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

的形式引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以及纳入征信评价系统，进一步加大赔偿与惩罚力

度，以震慑侵权人。

（二）大力强化平台方义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加强过程监管

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短视频平台方作为最大

的获利者，理应在加强短视频版权保护工作中承担

更多的义务、付出更多的成本。提高对上传短视频

监测方面的资金投入、促进短视频监测技术的更新

升级，是平台方切实承担自身义务与责任的应然选

择。视觉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短视频的监测识别方面

起到极大作用。该技术一方面能够在毫秒钟的时间内

完成百亿级视频指纹检索、在不借助人工的情况下实

现高效的批量审核；另一方面能够智能识别短视频海

洋中的各帧画面，并在识别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元素

化处理，使之成为可以被回溯利用情况的“靶子”。

可以预见，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短视频监测，将为

侵权举证带来极大的便利。 

（三）建立以大数据为核心，区块链协同保护的

版权过滤机制

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避风港原则”面对海

量的短视频版权侵权案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正在逐

渐减弱。与此同时，兴起于欧美的版权过滤技术为短

视频版权保护增添了“生力军”。因此，各短视频平

台可以借鉴YouTube和腾讯公司的“视频基因比对技

术”建立适用于本行业的自带短视频过滤识别系统的

数据库[17]，并且由各平台承担这一过滤系统的研发与

运营成本。这一系统自带短视频内容与短视频上传

者的双向识别功能，并且引入区块链技术公开、明

确、固定不可篡改的特性，在版权区块链联盟平台

清晰完整地记录短视频的全流程。这也就是说，既对

短视频在进入公共平台的“门口”进行“安检”，又在

短视频流入公共平台后进行全程监控。作品一旦被

数据库识别系统认定为同库内视频雷同便会被自动

下架，分析报告同时会被公示在数据库内被相关权利

人及其他用户知晓。 

（四）发挥权利人积极作用，搭建开放共享的正

版作品数据库

建 立 一 个 具 有 足 够 参 照 对 比 素 材 的 正 版 作 品

数据库是真正发挥短视频版权过滤机制作用的前提

条件。其中，发挥创作者这一权益受损主体及版权

许可主体的作用是关键。一方面，权利人可以主动

向数据库提交视频作品、出具该作品的权属证明材

料以及授权许可书，积极配合搭建数据库。这一点

的关键在于创作者应当保证上传作品的真实性，并

且 没 有 权 属 瑕 疵 。  另 一 方 面 ， 权 利 人 应 当 承 担 一

定的数据库运营成本。因为对于数据库运行的受益

者——权利人而言，其掌握着加入数据库与否的自

主权，而正版数据库在对作品进行过滤的日常运营

与维护过程中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的。为了防

止权利人提出不合理过滤请求、减轻平台利用数据

库过滤的经济负担、实现利益平衡，权利人应当承

担一定的过滤成本。 

吴翔宇：大数据时代短视频版权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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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落实短视频版权保护是大数据时代发展我国版

权事业与文化事业的重要命题，如何打击短视频版

权侵权行为，维护创作者权益，提高创作者积极性是

不小的挑战。但是很显然，我国当前的互联网平台方

与国家监管方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应对工作，以至于发

生了形式多样的短视频版权侵权行为，阻碍了该行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保护短视频版权，

促进国家版权产业蓬勃发展的目的，应该完善现有

保护规则，在技术监测领域加强研发与创新，建立

良好的短视频行业运行秩序，形成创作者、平台和国

家整体版权产业三方共赢的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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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hort Video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Big Data Era

WU   Xiang-yu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Short video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in which audiovisual works have been edited, recorded, 

imitated, and moved without authoriz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ampant. The frequent infringements 

are mainly due to the failure to apply the existing protection rules,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level of technical monitoring by the platfor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short video protection rules and strengthen legal channels to protect the copyright 

security of short videos; relying on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exerting the strength 

of all parties to build a copyright filtering mechanism based on a database of genuine works, to establish a 

copyright filter for short videos. Effective protec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big data era; short video copyright infringement; fair use; copyright monitoring; short video 

                   copyrigh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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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一般指1905年颁行《乡土志例目》

后，按照《例目》编纂而成的，用于小学堂教学用的

乡土教材，目的是启发小学生的爱乡爱国之情。《乡土

志例目》的颁行，形成了全国编纂乡土志的高潮。德

州也编纂了《德州乡土志》。现存《德州乡土志》有

两种版本。虽然《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山东方志

汇要》等提要、目录对其进行了介绍，但都有未详尽

之处。德州张明福先生对这两种版本进行了考证，撰

文指出了这两种版本不同，仍有不详尽之处，如成书

的确切时间等。本文拟对《德州乡土志》的两种版本

进行比较分析，以推知其成书时间和编纂人员。

一、现存版本收藏情况

根 据《 中 国 地 方 志 联 合 目 录 》著 录 ：德 州 乡 土

志不分卷；清冯翥编；清光绪间修；抄本；北京、科

学、山东博、山大、台湾。[1]

“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根据国家

图书馆联机馆藏目录，现藏有两部《德州乡土志》，

其中一部是“石印稿纸抄本”，另一部则是普通抄本，

都著录为民国抄本。《山东省方志汇要》：“北京图书

馆有稿本一册，封面为德县乡土志，书芯为德州乡土

志，附德县地图一幅。”[2] 但根据国家图书馆数字方

志浏览，有图的只有“官绅校定本”，图有四幅，表一

幅。这两种现在可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数字方志”

线上阅览。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博

物馆所藏3部抄本，都没有公开出版，需要读者到馆

查阅。因近期新冠疫情原因，无法到馆查阅，因而这

3种抄本的情况无法详细说明，只能根据馆藏目录著

录和他人文章了解大概情况，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本是连联机馆藏目录也无法查询。山东大学图书馆抄

本1种，根据其图书馆联机馆藏目录检索显示，著录

“内封手书清冯翥撰”。山东省博物馆抄本1种，根据

《德州旧志九种校注》中《德州乡土志》出版说明中

记载：“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上报本，书口赫然书

有‘官绅审定’字样，但未署撰者姓名”；“《德州乡

土志》未刻印，仅将手写正本上报，并手抄若干部副

本。副本内容和格式与正本相同，只是上报正本用石

印框格纸书写，手抄本未用框格纸而已”。

台北故宫博物院抄本1种。1968年，台湾成文出

版社出版《中国地方志丛书》收入其中，以此为底本

影印。《德州旧志九种校注》中《德州乡土志》以此

影印本点校整理，个别文字有错讹。

笔者对国家图书馆藏抄本2种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抄本这3种抄本进行了比较。为行文方便，将国家

图书藏“石印稿纸抄本”称“官绅校定本”，另一部称

“国图民国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因有成文出

版社影印本，称为“成文本”。

经对比发现：国图民国抄本与“成文本”比较，

除抄写文字错讹外，行格、体例、内容完全一样，可

定为一种版本。“官绅校定本”与前两种比较，在内

容和行文上有很多不同之处，则为另一版本。

二、版本比较

（一）装帧形式，行格不同

官绅校定本：石印稿纸，四周双栏，半页九行，



82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8 卷

无鱼尾。书口上端题名“德州乡土志”，下端题“官

绅校定本”。其余文字为抄写。行21字。书口书名下

抄写志目名，下端编次页码。书前有空页三页，书后

有空页四页，也使用的是同样的石印稿纸。前后加护

页，除了起保护作用外，应该也是给题写序和跋文留

出页面。

成文本、国图民国抄本则为无边栏抄本，半页九

行，行20字。

（二）志目数量不同

《德州乡土志》两种版本都采用了平列志目形

式，但志目数量不同。下面以表的形式，将《乡土志

例目》[4]与《德州乡土志》两种版本的志目对比。

表1  《乡土志例目》与《德州乡土志》两种版本志目对比表

对比发现，成文本、国图民国抄本共计14目，

山与水两目合并一目，但德州无山，实际没有内容。

与《乡土志例目》15目同。而官绅校定本共计21目，

河渠一目内容实际和水目同。除山目外，《乡土志例

目》中14目全部涵盖在内了。星野图、躔度表、德州

全境图、德州两卫军屯图、田赋、粮则、德州河道源

流图，这7个志目是《例目》中没有的。其中德州全

境图、德州两卫军屯图应为地理目的附图，德州河道

源流图应为河渠的附图。

根 据 成 文 本 、 国 图 民 国 抄 本 地 理 目“ 至 各 保 四

界，有图明之”文字，应附有地图一幅，但现存两本

没有附图。可能是抄写时没有摹画地图或者佚去了。

（三）各志目内容比较分析

从内容上看，成文本、国图民国抄本是按照《乡

土志例目》的具体要求编写的。官绅校定本虽与《乡

土志例目》规定的15目大致相同，但在要求格式上有

差异。

历史。成文本，按《例目》要求，写明“本境何代

何年置”，以“未置本境之前”何“即置本境之后”的

顺序写。内容抄自乾隆《德州志·卷一·历代沿革》，

文字略有改动，但实质没有改变。而官绅校定本则未

按照《例目》对历史目编写要求来写，而是按照时

代顺序排列。内容体例上也不同于之前各志，而是将

编撰者的见解融入其中。民国《德县志》完全引用，

按民国《德县志·凡例》：《舆地志·沿革、河渠》二

目，金、王两志互有抵牾，惟《乡土志》于此两项考

据颇为详明，用特采录。查民国《德县志·沿革》，

内容文字与官绅校定本基本相同。民国《德县志·卷

十·魏寿彤传》中记载“撰著《乡土志》八卷”。因

而，“历史”篇内容是魏寿彤撰写的。定稿没有采用

魏寿彤撰写的“历史”篇内容。大概是不认同魏寿彤

的观点。又因德州的历史沿革复杂，争讼已久，难以

厘清。最后将乾隆《德州志》“历史沿革”内容抄出，

按《例目》要求编写完成。

星野图、躔度表。星野、躔度不在《例目》规定

的内容之中。按民国《德县志·凡例》： 兹按，邑人

魏渔山先生所著《天文躔度》一书，复用仪器实施观

测，并附以躔度表。查民国《德县志》，除个别文字

外，躔度表与官绅校定本基本相同。可知，躔度表应

该出于魏寿彤之兄魏寿彭之手。增列星野图、躔度表

两目也反映了编纂者普及科学的思想。

政绩。政绩篇目内容两个版本有较大差异。成

文本从乾隆《德州志·卷八·宦迹》篇中选择摘抄而

成。乾隆末年后的人物，从“原志逊”之后，则依官绅

校定本人物传记内容，文字稍稍增改而成。成文本政

绩后附有“名宦祠”名录，官绅校定本无。校定本收

入17人，仅收明代以后人物。且文字内容皆为重新撰

写，不同于其他志书。

兵事录。成文本依据乾隆《德州志·纪事》，摘抄

其中有关军事条目，排列而成，文字基本相同。乾隆

后事迹，则依据官绅校定本，稍加改订而成。官绅校

定本辑录清嘉庆之前事迹仅4条，从明代开始，明代

之前不录。虽事迹同，但文字多有不同。而值得注意

的是“李自成”条，文字抄乾隆《德州志》，但不称李

自成为“贼”，将“贼”字改为“其”字。其他如刘六、

乡土志例目15目 官绅校定本 成文本、国图民国抄本

历史 历史 历史

星野图

躔度表

政绩录 政绩录 政绩录

兵事录 兵事录 兵事录

耆旧录 耆旧录 耆旧录

人类 人类 人类

户口 户口 户口

氏族 氏族 氏族

宗教 宗教 宗教

实业 实业 实业

德州全境图

德州两卫军屯图

地理 地理 地理

田赋

粮则

德州河道源流图

山 山水

水 河渠

道路 道路 道路

物产 物产 物产

商务 商务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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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七皆用贼、匪、逆等词，唯独此条不用“贼”称，

可以看出编纂者对李自成的态度与其他起义者不同。

耆旧录。成文本依然抄自于乾隆《德州志·卷

九·人物志》。耆旧录下有小序： 今遵州志耆旧录，冠

以东方朔，次则明宋性，共得一百六十人。其旧志所

载明以前德州人物皆今陵县平原人，不更录。 其中的

州志指乾隆《德州志》。乾隆末年后的人物，则依据

官绅校定本，稍加改易而成。官绅校定本耆旧录语言

风格仿宋弼《州志余闻》。《州志余闻》的叙事大致和

《世说新语》类似，而校定本耆旧录的语言风格也是

如此。虽然阅读起来很有文学性，且有趣味，但行文

比较散漫，和《例目》要求的文字风格不统一。这也

应该是最终不用这部分篇目文字的原因。两版本后皆

附乡贤录，文字完全相同。

人类。两个版本文意基本相同，成文本依据校定

本文字删节而成。介绍了苏禄王后裔安温两姓来源梗

概。

户口。成文本前半部分抄乾隆《德州志》，后半

部分源自官绅校定本。

氏族。两个版本文字基本相同，成文本依校定本

删减部分文字而成。

宗教。两个版本有差异。成文本列明释、道、

回、天主、耶稣简要介绍和人数。但和校定本统计的

数字不同。校定本天主教173人，耶稣教57人。而成

文本为天主教160人，耶稣教48人。不知是统计来源

不同，还是时间不同，需要进一步考证。

实业。两个版本在文字和人数上有一些差异，成

文本附有在外当兵、到东三省和非洲的劳工的人数，

这是其他文献没有的。

地理。校定本前有德州全境图、德州两卫军屯图

两幅。成文本因“有图明之”，依校定本删减了部分

文字。两版本所载古迹、祠庙、冢墓、园亭、坊表、

桥梁、市镇、集场都相同。校定本有驿传、关榷两

目，成文本因《例目》中无这两目，所以删除了。“学

堂”条中只有一处文字不同，其他文字都相同。校定

本“州之学堂城内有师范传习所”，而成文本作“师

范学堂一”。此处不一致的地方很值得注意。这不可

能是由于笔误造成的。详细分析见下。

山水（河渠）。很多《乡土志》将两目合并而写。

校定本作“河渠”，实际和“水”目相同，河渠目前有

德州河道源流图一幅。成文本则依校定本删改而成。

田赋、粮则。校定本在“河渠”目下有“田赋”、

“粮则”两目，内容依乾隆《德州志·赋役》改写而

成。成文本无，《例目》中没有此目，所以定稿最后删

去了。

道路。两个版本在文字和叙述方式方面不同。

物产。两个版本皆依《例目》编写，成文本增添

丰富了一些内容。

商务。校定本使用概述的形式叙述，没有按照

《例目》的格式，不如成文本清晰。

三、编纂时间考

《德州乡土志》的编纂时间应该在1905年末至

1 9 0 6 年 间 。张 明 福 先 生 在《〈 德 州 乡 土 志 〉的 版 本

说》[3]中，推定《德州乡土志》编纂于1902年，这是不

准确的。其依据是民国《德县志·卷十·魏寿彤传》：

壬寅岁，复应邑侯聘，主修《州疆域图考》。并撰著

《乡土志》八卷，邑中掌故，赖以征信。此次修志多

所采选焉。 这段文字极易让人误会《乡土志》是在壬

寅岁，即1902年编纂的。但根据《乡土志例目》颁行

的时间，乡土志的编写是不可能在1902年的。 

《德州乡土志》成文本严格按照《乡土志例目》

15目编写，只是将山水目合并。官绅校定本，虽然多

达21目，但实际上已将15目涵盖在内，河渠目实际为

“水”目。所以编纂只能在《例目》颁行之后，不可

能早于1905年8月。通过查考《乡土志例目》奏报的

内容，全文引录如下：

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

通饬编辑片。再据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

学士黄绍箕咨称：查《初等小学堂章程》，历史、

舆地、格致三科，均就乡土编课，用意至为精善。

谨遵照《章程》编成《例目》，拟恳奏请饬下各省

督抚，发交各府、厅、州、县，择士绅中博学能文

者，按目考查，依例采录。地近则易详，事分则易

举，自奉文始，限一年成书，由地方官迳将清本邮

寄京师编书局，一面录副，详报本省督抚，庶免转

折迟延，并令各省地方官将本省通志及府厅州县志

邮寄编书局，以咨参考。各处乡土志辑稿送到，

由局员删润画一，呈请学务大臣审定，通行各省小

学堂授课。又各省前次绘送会典馆地图，并需各寄

一份以备编幕之用。如无印本，可照底稿本摹绘寄

京各等。因臣等察核各节均为编辑课本，力求翔实

起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奉旨。知道

了。钦此。[4]

进一步查考此奏报的准确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一

年六月甲子（廿二）日”[5]，也就是1905年7月24日。

这条命令下达后，有的州县行动迅速，很快就按照

《例目》要求编纂了乡土志，并上报给编书局和省

府。德州官府接到此命令的时间现无法查考，但按最

早8月接到命令，然后组织人员编写，按最快速度，

也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成书也要在9-10月间。而

吕正川：《德州乡土志》版本及编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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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1906年编写完成，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将

成书时间定在1905年8月至1906年间是合理的。

而另一条佐证就是“学堂”条中的异文。校定本

为“州之学堂城内有师范传习所”，而成文本已作“师

范学堂”。从师范传习所到师范学堂，是经过一段时间

的。“师范传习所一般没有固定的年级或学期划分，

许多地方以学员学习期满即为一届，每届学习周期

从三个月到十个月不等，一般不超过一年”，“其它陕

西、甘肃、山东、东北、新疆等地的师范传习所也多

情况类似。”[6] 按民国《德县志·纪事》光绪三十一年

（1905）条下“设师范传习所于繁露书院”，但未写明

具体时间是在哪个月。依据这个时间推断，《德州乡土

志》成书也应在1905到1906年间。

四、编纂人员考

官绅校定本目录后有编辑姓氏，列有8人：马翥

（右轩）、魏寿彤（仲荷）、李泽堂（惠南）、李宗裕

（子绰）、卢湘（菱洲）、董瑶林（瑞芝）、煜华（硕

廷）、田慧（德泉）。而另两种版本没有题写编撰人

员。根据山东大学图书馆联机目录显示，其馆藏抄本

封面题名为“冯翥”。这应该是收藏者在成书后题写

的，也是《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书目将著者著录

为冯翥的依据。但据官绅校定本编辑姓氏名录，“冯

翥”应为笔误，实际应当为“马翥”。至于这8人每个人

的具体分工如何，已经难以查考，仅能从一些文献的

零星记载中推知大概。根据民国《德县志·卷十·魏

寿彤传》记载，魏寿彤和哥哥魏寿彭两人精通天文地

理，对德州历史沿革颇有心得。传记中也明确其“撰

著《乡土志》八卷”。并言“此次修志多所采选焉”，

在《德县志·凡例》中也有说明。

通过查阅文献，只查出5人的信息，其他3人待

考。

马翥，生卒年不详。民国《德县志·卷十·人物

志》中有其小传，附在《马百遒传》中。“（马百遒）

孙，翥，字右轩，（马）均庆子也。同治辛未（1871）

联捷进士，权知河南荥泽县事。……题补镇平。镇

平，故严邑，盗薮也。弹压抚绥，不遗余力。勤听

断，绝苞苴。寻以事去官……。”其实马翥名声不显，

和此“事”有很大的关系。这件事就是光绪年间王树

文冤案。光绪五年（1879），河南南阳胡体安等人劫

掠镇平县张肯堂家，胡体安雇邓州王树文为其看管衣

服。事发后，胡体安遭通缉，胡贿赂镇平县捕头，以

王树文冒名顶罪。时任镇平县知县的马翥未勘查就将

王树文定了死罪。王树文在临行前喊冤，刑部重申此

案，冤案得以昭雪。相关人员也得到处理，马翥也在

其中。据《清光绪朝实录》卷160记载“王兆兰、马永

修、马翥、均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马翥据供

亲老丁单，不准查办留养。”光绪九年（1883），马翥革

职，回里乡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参与编纂《德

州志略》。

魏寿彤、董瑶林（？—1933）、李泽堂都有小传

载入民国《德县志·卷十·人物志》。

田慧，字德泉。生卒年不详。据民国丁丑（1937）

年《安德田氏家谱·卷一·世表》记载：“慧，字德泉，

廪生。娶李氏，子三人：文荣（出嗣）、文杰、文焕。”

田慧父亲为田庆堦。其他不详。

五、结论

综合来看，国家图书馆藏“官绅校定本”，即石

印稿纸抄本，应当为稿抄本，且为中间稿。编纂时间

在1905至1906年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半年，

德州官府在接到命令后，即组织马翥、魏寿彤、董瑶

林等8人撰写《乡土志》。稿初成，交由官方审定，

但未获通过。但由于时间紧促，修改时，部分内容从

乾隆《德州志》中摘取，同时对稿本其他内容增删修

改，最终形成定稿，即“成文本”这一系列版本。而

稿本在此同时或之后誊抄，名为“官绅校定本”。“官

绅校定本”的抄写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石印

技术的推广来看，石印稿纸出现应该要晚一些。

官绅校定本虽然是稿抄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保留了一些资料，是他书所没有的，比如存有几幅

德州当时的地图，更是难以寻觅。这些都值得人们去

进一步研究稿抄本《德州乡土志》，发掘其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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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的振兴，乡村教育的

振兴离不开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的颁布，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

出了一系列要求。但长期以来，乡村教师的专业特征

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其所处的环境与城市大相径

庭，自身的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专业发展机会较少

以及缺乏社会认同等，导致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整体水

平不高。因此，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以优化农

村基础教育师资。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通过

制度保障、学校支持、内在驱动来实现乡村教师专业

发展，从而促进乡村教育系统的生态发展，是广大乡

村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在内部和外部作用下，专

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内在专业素质不断提

升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教师的职业理

想、职业道德、职业情感、社会责任不断成熟、不断

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是“教师学会教学、不断习

得与教师有关的角色期望和规范的社会化过程”。[1]

所谓教师专业化，简言之，就是“教师个体专业

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争取教师职业的专业

地位而进行努力的过程”。教师专业化在本质上强调

的是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教

师个体的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二是指教师群体的专

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三是指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的确

立和提升的过程。从广义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与

“教师专业发展”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均指加强教

师专业性的过程。但从狭义的角度说，他们之间还有

一定的区别：“教师专业化”更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加以

考虑的，主要强调教师群体的、外在的专业性提升；

“教师专业发展”更多是从教育学维度加以界定的，

主要指教师个体内在的专业化提高。

三、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职业认同感较低，成长动力不足

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职业情感和专业发展密切

相关，是专业发展的内在核心因素，但从目前现状来

看，我国乡村部分教师职业认同感较低、职业情感淡

漠、乡土情怀薄弱、离农倾向严重。

（二）专业发展意识参差不齐，“顺其自然”倾向

突出

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管理、培训机制、平

台、梯队等软硬件环境非常重要，而现实的情境是：

一些乡村学校培训机制形同虚设，管理机制不健全，

考核内容不具体，很多教研组活动成为应付上级规定

的摆设。这些问题导致老教师成长愿望淡薄，得过且

过思想严重；青年教师尽管有成长愿望，但缺乏有效

引领和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顺其自然”现象较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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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老年教师无动于衷，中年教师固步自封，年轻教

师有紧有松”，专业发展意识参差不齐。

（三）中年以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差

在信息时代中，具备非常高效的信息搜集、处理

能力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意义重大。以笔者所在的农村

地区为例，教师队伍平均年龄45岁以上，“老龄化”倾

向严重，中年以上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 

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低下直接导致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获取率低，难以进行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深

度融合。

（四）专业化水平整体相对较低

以小学教师学科教学为例，虽然教师群体都达到

了规定的学历要求，但很多老师只“就事论事”讲授

教材内容，对新课程标准不熟悉，知识架构不完整，

对不同版本的教材不能很好地对比借鉴使用，不能较

好地领悟学科思想、传播文化。

（五）学科育人功效发挥欠佳

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根据学科特点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观的启蒙教育，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独立思考、克服困难的能

力。在小学教材中，思想教育内容大部分在不明显的

位置，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新课程标准和教材，充

分挖掘教材中潜在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教育贯穿于整

个教学过程。部分乡村教师，由于对课程标准把握不

到位，文化底蕴不深厚，导致学科的育人功效发挥欠

佳，教学实践中“照本宣科”，德育穿插不当，不能实

现“潜移默化、孕物无声”的效果。

（六）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足

国内学者李长吉说：“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独特性，就在于促进乡村教师地方

性知识的发展”[2]。由于乡村教师乡村情感薄弱，“离

农”倾向严重，尽管他们工作在乡村，却不认可乡村

生活、乡村文化，更不愿意去挖掘、开发乡土资源和

优秀的乡土文化，从而导致“乡土教育”缺乏、校本课

程虚位等窘境，乡土课程资源难以得到开发与利用。

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内源力”和“外援力”二

者缺一不可。其中“外援力”是来自于制度、机制、

外在环境的动力；“内源力”是乡村教师个体发展的内

在驱动力，“外援力”需要在“内源力”的基础上发挥

作用[3]。

（一）制度保障

构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支持体系，使之制度

化，是提高乡村教师教育素质与教学能力、增强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自身造血功能的根本途径。[4]

1.  提高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提升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灵魂，没

有乡村教师的坚守和专业的不断发展，振兴乡村教育

的目标将难以实现。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

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该

《意见》明确提出提高工资待遇，完善乡村教师工资

收入、住房、医疗救助等方面的政策。全面落实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政策，并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

化的补助标准，健全“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

高”的激励机制[5]。提高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完善荣

誉制度，能从根本上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职

业尊严，这是推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2.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激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乡村教师不仅在教育乡村孩子，也承担着

在偏远山村传播现代文明、传承社会主流文化、传递

国家意志的重要使命。[5] 因此，要高度重视发挥乡村

教师以德化人的教化作用。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建立

健全乡村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把政治理论学习制

度落到实处，提升乡村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二

是紧紧围绕教师专业发展，找准契合点，抓实党建工

作，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把好专业建设方向，打造

师资队伍，提升教科研水平。

3. 整合优质资源，激活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

在需要。针对当前乡村小学教师专业素养现状，教育

主管部门应整合城区小学优质的教学资源，组织一批

教学骨干教师，开展对口支教、送教下乡、送课到校

活动。校际之间开展“与名校联谊”、“与名师牵手”

等活动，让农村小学教师定期到城区小学跟班听课学

习，一起参加教研活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通

过引领带动，以强扶弱，逐步缩小城乡之间、校际之

间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水平上的差距，促进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4. 倾斜职称评审政策，拓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的通道。2019年2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师

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推动地方提高中高级教师岗

位的比例，向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倾斜。一方面努力

提高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另一方面加快完善职称评

价标准。[1] 2019年7月29日，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山东省基层中小学教

师高级职称制度的通知》，为基层中小学教师设立了

“专属”的高级职称，单独设岗，单独评聘，单独使

用。同时规定，允许所教专业与所学专业或教师资格

证专业不一致的基层教师参加现任教学科的职称评

审，对论文、科研成果等不作硬性要求。国家各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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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出台，拓展了乡村教师职业成长的通道。

5. 建立行之有效的教研网络和培训机制，开阔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视野。促进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行之有效的教研网络和培训机制不可或缺。教研网络

可以分为以市为主的市级教研、以镇为主的区域教

研、立足学校的校本教研。市级教研，主要起研修、

示范、引领作用；区域教研，主要开展全镇或校际之

间教师参与的教学研究活动，让不同层次的教师上

课、听课、观摩、研讨，营造镇村结合、校际联动、

教师广泛参与的教研氛围；校本教研，主要是立足本

校，着眼课堂，研究和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

题。不同层次的教研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且基于实际、追求实效、不流于形式，能有效开阔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视野。

（二）学校支持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除了制度保障外，还需要

学校的大力支持。

1. 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为教师

的专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持。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促

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要想教师有温度、专业有刻度，

学校首先要有制度。学校应完善规章制度和实施办

法，使专业发展的任务变成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例

如：制定“教师专业成长考核细则”“骨干教师培训

方案”“特别贡献奖奖励制度”等；再如：过程性评价

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从点到面，从量到质，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师专业

成长考评体系，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2. 营造优良的成长环境，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

平台支持。学校要为教师的成长创造各种机会：搭台

子、铺路子、树梯子、开方子、给位子，为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供各种平台。例如：成立名师成长俱乐部、

教师成长工作室等，以名师作引领，以平台为依托，

深入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定期举办教师专业素养竞赛

活动，例如开展优质课说课、微课、多媒体设计比赛

活动，提高乡村教师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水平；进行

集体备课、同课异构、汇报课听证会活动，提高乡村

教师的教学技能；实施“青蓝工程”，青年教师教学经

验不足，老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薄弱，师徒结对、

新老携手，才能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3. 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情

感支持。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要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师德建设是专业建设之首，不仅要常抓不

懈，更要因地制宜。只有具有乡村情怀的教师，才能

培养出热爱乡村、将来回乡建设乡村的学生。让乡村

教师自尊、自信、自强，爱乡村学生、爱乡村教育、

爱乡村教师的身份进而辐射出更广泛的爱，应是乡村

学校进行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应厚植乡村教育

情怀，充分融合当地风土文化，融入“乡土味道”“乡

土温度”“乡土特色”，引导教师立足乡村大地，做乡

村振兴和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三）个体发展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教师的个

体发展。

1. 强烈的专业发展意识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教

师是否具有较强的专业发展意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前提。强化教师专业发展意识，关键是认识教师的价

值，将教师职业看作需要创造和充满创造可能的职业

教师，因创造而获得职业的尊严与欢乐。乡村教师，

只有对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立足乡村，情系乡村，全

身心投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进

而享受教育。乡村教师必须强化教师专业发展意识，

明确自己专业发展的方向，探寻一条最适合乡村教师

的专业发展道路。

2. 深厚扎实的知识是专业发展的基础。教师的知

识结构包括通识性知识、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

实践性知识。（1）积淀宽厚的文化知识。宽厚的文化

知识是通识性知识，是教师拥有的有利于开展有效教

学的普通文化知识。教师没有宽厚的文化知识，课

堂教学将是枯燥和缺乏韵味的。（2）掌握扎实的学科

知识。学科知识是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是“教什么”

（what）的知识，是教学的首要条件，学科知识的掌握

程度直接影响教师自身的教学行为。从教师的成长来

看，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是专业发展基础。（3）通晓

教学知识。教学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的条件性

知识，是“如何教”（how）的知识。教师，不仅要知道

“教什么”（what）、“教给谁”（who），还要知道“如何

教”， 才能“教得好”。“教什么”“教给谁” 决定了“如

何教”。（4）具有丰富的乡村教育实践性知识。实践经

验是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在不断参与、不断践行、

不断交流、不断反思基础上获取和发展的，实践性知

识任何人不能取代，也无法帮助。农村教师专业的独

特性指他们具有指导无数农村学生个性发展与生命成

长的“临床”经验，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职业、区别

于城市教师的地方，这种具有个性化缄默特征的知识

是在特定的乡村教育实践中活动构建、形成的。对乡

村学生成长持续而深入地研究，是乡村教师最重要的

话语权，是乡村教师参与现代教育对话的最重要的武

器。乡村教师的专业魅力在于从乡村从教多年积淀的

基于乡村的教育经验、教育思想和教育情感，这是各

种网络资源无论如何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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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备的专业关键能力是专业发展的核心。关键

能力指成功高效地完成一项工作所具备的核心能力。

关键能力包括专业关键能力、方法关键能力和社会关

键能力。[6]由于乡村中年以上教师多数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较差，因此乡村教师的专业关键能力中必须加上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1）专业关键能力。教学设计、

教学组织、教学评价能力是教师的专业关键能力。小

学教师吃透小学教材，熟悉课程标准，了解小学生心

理发展特点，精心设计、实施、打磨每一堂课，在实

践中历练，在历练中学习，在学习中反思，在反思中

提升。遵循学习—实践—思考—再学习—再实践—再

思考的模式，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提升自己的

专业关键能力。（2）方法关键能力。研究与管理学生

的能力是乡村教师的方法关键能力。研究与管理学

生的能力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学生纪律的管理，而是一

种对学生有目的、有方向的引导性管理，引导学生乐

学、善学，学习目的不再是单纯“跳出农门”，而是正

确认识和理解学习的价值，具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浓

厚的学习兴趣，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合自

身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意

识和能力。（3）社会关键能力。教师的团队的合作以

及家校沟通能力是教师的社会关键能力。教师专业的

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利

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活动，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

不可或缺。因为父母外出务工监管不上、隔代抚养等

原因，乡村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法、

与人交往、心理健康等问题更为突出，因而乡村教师

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与学生监护人的沟通交流尤显重

要。因此，乡村教师除重视自己的专业关键能力外，

务必不能忽视社会关键能力的培养。和领导、同事、

学生、学生监护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团队内，能成

为学习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在班级中，能得到学生

的喜欢，家长的认同。（4）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是信息化社会教师必备专业能力。伟大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

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

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

而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创造出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环境氛围，为小学

教师顺利实施教学提供强有力的表达工具。乡村教

师要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对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影响，开

发并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将学习内容以多媒

体、动画等形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形象、直观、

趣味中经历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积累学习经验，

感悟核心思想，真正实现课程目标深化。

五、研究反思

教师专业发展有许多途径，许多学校开展的校本

教研、各级各类培训、新老教师“结对子”、“名师工

程”等举措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过份强调了环境、外力的打造。教师专业的发展主

要不是靠环境的培养，而是在自身的学习和实践中不

断提高的，“实践+反思”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

有效途径。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认为： 如果一个教师

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

么即便他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

次重复，除非善于从经验反思中吸取教益，否则就不

可能有什么改进，永远只能停留在一个新手型教师的

水平上。加强对乡村教育实践知识的反思是乡村教师

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互联网+”背景下，各种孤立的、片段的、零

散的知识汹涌澎湃，孤立的、片段的、零散的知识是

“惰性”知识，不成体系，不会支撑一个人走很远。乡

村教师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勤于反思，才能将各

种孤立的知识系统化，系统化的知识是有生命力的知

识，只有有生命力的知识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

的智慧。经常记录关键事件，经常写反思日记、教育

日记、案例分析等，养成善于反思的专业成长习惯，

只有这样，专业发展才能由“知道”到“做到”再到“悟

道”，专业化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韩江平.   让教师享有高品质的生活[J]. 基础教育课程，2013

      （Z2）.

[2]  李长吉. 论农村教师的地方性知识[J]. 教育研究，2012（6）：

       80-85.

[3]  刘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根本属

      性、特殊性及其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23）：37-39.

[4]  庞丽娟，韩小雨.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及

      其破解[J]. 教育研究，2006（9）.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

    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OL].http://www.gov.cn/

zhengce/zhengceku/2020-09/04/content_5540386.htm.

[6]  高葵芬，徐莉莉．农村小学全科教师核心素养及培养策略

      [J]. 现代中小学教育，2017（12）：117.



第 38  卷第 1 期
  2022 年 2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8，No.1
  Feb .，2022

英语国家大学教师评议会：大学传统的守护者

张国强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面对高度竞争、市场化的环境，现代大学治理需要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但是大学教师评议会这

种传统的社团式学术治理仍然是多数英语国家大学中的主要治理方式。大学教师评议会面临着来自高级管理人员和

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形成了功能型、影响型、仪式型和冲突型四种不同类型的评议会。不同国家的不

同类型的大学在不同时期，其大学教师评议会最大的不同在其功能或责任上。但是，大学教师评议会在与行政管理

人员博弈过程中保持了共同体传统，成为大学传统的守护者。 

关键词：大学教师评议会；英语国家；共同体传统；大学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2）01-0089-05

收稿日期：2021-09-18

作者简介：张国强（1971-），男，河北故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教师发展研究。

面对高度竞争、市场化的社会环境，现代大学

治理需要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然而大约1900至

1980年代间，在英语国家中大学教师评议会（学术评

议会、学术理事会与学术评定委员会只是名称不同或

不同的翻译，在本文中都是指大学教师评议会，以下

不再说明）这种传统的社团式学术治理仍是多数大学

中的主要治理模式。[1]由大学教师评议会进行管理意

味着严格有序的规程、谨慎权衡的判断、广泛深入的

磋商和步调缓慢的运行机制，这些确保决策质量的做

法与强调理性和参与的大学学术文化相协调，所以这

一传统得以延续至今。这种模式有三个典型特征：一

是基于学科；二是自行组织自身的事务；三是独立于

外界实行自治。但是，也有人批评这种模式缓慢、笨

拙，仅关注内部，不适合作为现代大学主要的决策机

制。另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也使

得这种模式所依赖的合议制遭到破坏，其独立的内向

型的特点与现代大学需要寻求外部资金、合作者、服

务就业和鼓励竞争与冒险相悖。

一、西方英语国家大学教师评议会面临的挑战

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教师评议会的责任是监管大学

的核心事务，但是，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很多研究

认为大学教师评议会处境艰难或者作用不大。例如：

马金森（Marginson）和康西丹（Considine）早在21世

纪之初就注意到，许多管理者仅把他们的大学教师评

议会视为决策过程中的“橡皮图章”和应对不同意见

时无害的“安全阀”。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虽然澳大利

亚的大学教师评议会可以批准学术项目和政策，但是

真正的决策却是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2] 法国大学在

应对大学内外的激烈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社会诉求过程

中，不得不选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

可视为是对现实挑战的主动回应。[3]

英语国家大学教师评议会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

同。美国大学传统上既有强有力的集中管理，又有董

事会的全面控制，他们的大学教师评议会最初就不具

有其他类似机构的广泛作用。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

学至少是在1980年代之前，大学教师评议会是由所有

最高职称的教授组成的，规模大、地位高。当时的大

学教师评议会不仅管理着学术和学生事务，还控制着

学校的结构、资源、政策和计划，以及人员任命、晋

升和学科等事务。这一时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可以确保

大学获得政府的资助而不必通过竞争或其他方式寻求

外部的支持。英国1992年后建立的新大学中，大学教

师评议会的权力开始减少。1992年前建立的大学中，

虽然其评议会在有关政策、计划、资源等事项的决策

中拥有的权力较前者有更大潜在作用，但是在这种权

力与其实际所发挥的作用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4] 大

学教师评议会受到高级管理人员的挤压，有被边缘化

的危险。大学教师评议会与管理咨询委员会职责之间

的重复与叠置导致彼此权责不分。一些案例研究中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重要问题除了表示同意之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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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做，因为这些问题首先由校长的执行委员会来考

虑，接着经由各种管理委员会讨论，最后才会到达大

学教师评议会的各专职委员会及其本身。在澳大利

亚、美国和英国1992年后成立的大学中，大学教师评

议会成员人数正在不断减少。

有研究结果表明，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学术政

策的制定、发展和监督责任已经从许多大学教师评议

会中移出，或者大学教师评议会虽有这方面的责任，

但却无法切实承担。首先，大学教师评议会大多没有

足够的资源，如财力、物力和专业知识等来完成长期

的学术政策或战略的开发和实施。其次，大学教师评

议会大多过于庞大，也不可能高效地制定学术政策和

战略。最终的结果是，学术政策从学术实践中分离出

来。大学教师评议会在保障学术质量方面发挥的作用

是象征性的。在保障学术质量和学术标准方面，大学

教师评议会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决定不如说是纠正。

当然，在学术质量保障机制与实质性的学术质量改进

之间，还存在着分歧有待解决。

二、西方英语国家大学教师评议会的现实表现

20世纪最后十年中，西方英语国家急剧波动的国

家财政预算、持续攀升的高等教育成本、对各类教育

机构承担更大责任的强烈呼吁、新教育提供者带来的

激烈竞争以及远程教育的不断增长等给高等教育带来

了巨大压力，这引发了在大学治理中大学教师角色的

争论。对现有安排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大学教师，特

别是大学教师评议会，制约了有效决策。支持大学者

则认为，大学教师参与决策对学术自由和教育质量有

积极作用。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组织之一，采取

协商和双方自愿的决策方式，经受住了包括市场的变

化等在内的各种外部压力。

（一）大学教师评议会的不同类型

在欧美现代大学中，大学教师评议会的地位和作

用并不稳定。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分别

被称为大学教师评议会、学术委员会、理事会、学术

理事会、学术评定委员会等，有些还包括各类分委员

会等不一而足。为便于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些大学教

师评议会分为四种类型：功能型大学教师评议会、影

响型大学教师评议会、仪式型大学教师评议会和冲突

型大学教师评议会。

功能型大学教师评议会主要在大学决策中起代表

和保护大学教师利益的作用，其组成结构是相对传统

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各种专门委员会负责专门事务

的执行。评议会的权力范围是由规章、教师手册、章

程或法令规定，其决定或建议通常是正式程序和投票

的结果。传统上大学教师评议会的权力，诸如课程、

晋升、终身教职和学术标准，这类评议会一般都保

有。但是，它们对于非学术性领域的决策影响很少。

他们很少发起议程，只是对管理机构的计划和行动或

外部事件做出反应，对有争议的管理行为，评议会作

为一种合法力量起到制约和平衡作用。因为校长和行

政人员的权力总是很大，评议会作为大学教师共同体

这样一种协会组织，责任就是代表大学教师的整体利

益，而不仅仅是大学决策的合作伙伴。功能型大学教

授评议会的有限作用反过来又构成了组织结构和文化

的一部分，其所起的作用对维持大学组织的现状十分

重要，这也是功能之称的由来。

影响型大学教师评议会与功能型一样，拥有传统

的组成结构，成员由选举产生并具有代表性，但是，

在院校治理中，它是一个合法的治理力量，拥有对课

程、晋升、终身教职和学术标准的决定权力。除此

之外，它还参与以及深刻影响涉及整个大学的各种决

策，其权威通常源于制度文化方面的合法权力，其权

力来自治理文件中的正式规定。影响型大学教师评议

会代表了大学教师的权力，是大学教师独有的，大学

校长或者教务长是因为职务的原因作为成员。评议会

对管理机构做出反应，管理机构也把评议会作为一个

被认可的治理机构。影响型大学教师评议会视大学的

公共福祉和整体质量为自身的责任，其影响来源于这

个共同体所创造的大学变革和其他决策机构认为他们

合法的治理权威。他们负责、公正，与大学管理人员

保持着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

仪式型大学教师评议会是相对不太活跃的低层次

的组织。他们很少定期聚会，与管理人员的交流和沟

通也不多，对治理表现出的兴趣也不大，而校长和管

理人员的权力相应地就比较强。实际上，仪式型大学

教师评议会只是名义上存在的一个象征性的组织，学

术事务的决策权力在个别学院和系部，这一评议会往

往成为管理人员的替罪羊。

冲突型大学教师评议会拥有自己正式的议程操

作结构和程序，拥有对课程、晋升、终身教职和教学

指导的决定权力。但是，其在治理中的作用常被一些

非正式的决策过程所破坏，一些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

常常因为不同意见而质疑和挑战其权威。对正式议程

的忽略、软弱无力的结构和猜疑的决策文化使得大学

教师评议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其被指责为思

想狭隘、阻碍发展。评议会与管理人员间的根深蒂固

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导致大学教师评议会的冲突。但

是不管什么类型，也不管是什么结构的大学教师评议

会，在做出重大决策和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时候，都

会积极参与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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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教师评议会的不同职责

朱莉·罗兰兹（Julie Rowlands）搜集了英国27所

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公立大学大学教师评议会的

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她把这些大学按成立年代分为

“19世纪大学”（1800年至1899年间）、“城市大学”

亦或“红砖大学”（ 1900年至1959年间）、“平板玻璃

大学”（1960年至1991年间）和“新大学”（1992年

后）四种类型，发现它们的大学教师评议会或者学

术评议会最大的不同是在其功能或责任上（依据官方

描述）。[5]75-77“19世纪大学”大学教师评议会大多负

责学术政策、计划、奖励和标准，多数大学教师评议

会就学术策略和学术组织结构有做出决定或建议的责

任，只有一个下设学术计划、资源分配、图书服务、

信息技术和宿舍等委员会。“城市大学”大学教师评

议会负责教学、学习、研究、学术计划和政策标准。

另外，一般大学教师评议会设有预算委员会和职称晋

升委员会。几乎所有大学教师评议会都有权讨论或批

评任何事项，其中有一半具有就学术组织结构提出建

议的职责。但是，这一比例在“平板玻璃大学”中明

显减少。在“新大学”中，大学教师评议会就只有就

教学、学习、研究、学术计划和政策标准提出建议的

权力，对于学术人员的任命、职称晋升以及学术组织

结构没有任何权力可言。朱莉·罗兰兹的另一发现是

英国大学的大学教师评议会中有超过一半的委员是依

据职位而获得的所谓的“当然的委员”，他们多是副校

长、行政主管或者学院院长等，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

教学和科研，其作为学术人员的代表性令人质疑。

朱莉·罗兰兹对澳大利亚37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公立大学教师评议会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她

把这些大学按成立年代分为1914年前的大学（6所）、

1915到1985年间的大学（14所）和1986年后的大学

（17所）。[5]83-84 在这六所最古老的大学里，大学教师

评议会负责与学术项目、政策、质量和标准相关的事

项，其中五个负责就学术计划和发展进行监督、提出

建议。但是没有一个提及学术组织结构，只有一个涉

及就资源分配提出建议，特别是，没有一个大学教师

评议会设有与学术晋升、聘任条件、预算、学术计划

或学术组织结构相关的委员会。这表明，在澳大利

亚，即使是在最古老的大学里，大学教师评议会的

责任（据官方陈述）也是极为有限的。成立于1915

到1985年间的大学的大学教师评议会职责和权力范

围与第一类古老大学基本一样，只是大学教师评议

会的构成人数有所减少。在1986年后成立的新大学

中，大学教师评议会的规模更小，与老大学比起来

由选举产生委员会主席的比例更低，且有随着时间

发展加剧的趋势。

美国大学的大学教师评议会在规模上较英、澳等

国要大，另外由选举产生委员会主席的比例也更高，

其职责范围更广，下设的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在规模

和数量上超过英澳两国。美国大学教师评议会的另一

个特点是其成员身份对所有学术人员，包括副教授开

放，这与英、澳等国大学教师评议会成员只能是正教

授的要求不同。与英、澳相比，美国的大学教师评议

会拥有更多机会实现学术治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的大学教师评议会在学校决策中比其他国家拥有

更大的权力，因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大学校长不一

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加拿大大学教师评议会与其他国家又有不同。

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加拿大大学都采用了某种

形式的两院制治理模式：大学的行政事务由董事会来

负责，其成员大多是由政府任命的受人尊敬的公民构

成；而大学的学术事务则由高级学者和学术管理人员

组成的大学教师评议会来负责。20世纪60年代，大学

教师和学生开始要求董事会中应有大学教师的声音，

评议会中应有学生的声音，董事会和评议会间应该有

更多互动，整个治理过程要更开放更透明。70年代，

几乎所有大学都改变了治理结构，允许在董事会中有

更多教师的声音，在评议会中有更多学生的声音。大

多数大学的评议会会议对公众开放，大学董事会也采

取同样的步骤以使得决策更加透明。90年代，教师

工会化运动打破了这种平衡，权力天平偏向了大学教

师，但是，教师工会的发展削弱了评议会的权力。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大学在不同时

期，其大学教师评议会官方陈述责任存在差别，大

学教师评议会的构成、规模不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构成成分越来越复杂，规模变小，由选举产生委员

会主席的比例也在减少。教师工会或者大学教师联合

会的发展反而削弱了大学教师评议会的权力，大学教

师评议会代表大学教师的整体利益的代表性降低了。

三、西方英语国家大学教师评议会的历史使命

现代大学必须正视自己要为国家培养熟练的有

知识的劳动者这一历史使命。知识的定义业已变得更

加宽泛，大学已不再是唯一产生新的知识与经验的地

方，由此产生出两种相互关联的张力：一种张力与在

广阔社会环境中大学的地位和考虑到大学、国家和各

种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而施加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上

的权力、权威和责任的平衡相关；另一种张力与在职

学术人员、管理者、主管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就他们各

自的作用与职责间的平衡相关，包括他们的组成以及

如何（或者应该如何）对内外部影响做出反应。这两

张国强：英语国家大学教师评议会：大学传统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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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张力也存在于确保大学教学、科研质量和地位与大

学通过灵活、开放和市场导向的决策满足竞争需求以

保证财政持续可行之间。

鉴于此，现代大学应该从作为传统上代表公共利

益的机构，到近来学生作为具有私人利益的消费者的

变化中被重新定位，从而使现代大学在趋向市场化、

商业化、企业化的过程中，在各竞争领域之间找到平

衡点，当然这有时看起来是相互排斥的。过去的大学

组织规模较小，担负的社会责任清晰、狭窄，由同行

和管理人员选举产生的资深教授可以有效管理大学，

但是，现在许多大学规模巨大，需要熟练的管理、创

新的领导和有效的决策框架，以及能够对外部环境做

出快速反应的决策机制。传统的共享治理被认为是缓

慢的、低效的，应该为管理主义治理所替代。大学教

师评议会的规模和作用越来越小。研究水平评估、学

术工作量测评和学生评教等成为重要的学术管理制

度，深刻影响着学术人员的思维、存在和工作方式。

基于绩效的学术质量保证机制广为实施，乃至国际上

的大学排名和国内的研究水平评估机制自身也都称

为治理的方式。[6] 鲍尔(Ball)把这种趋势称为“数字暴

政”。[7]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的学术治理过程的

消失，但是它们由管理型的教授、学者或者主任进行

管理本身，就意味着这些管理者需要在关注教学与科

研的专业习性与关注财政与观念的管理习性间作出取

舍。

朱莉·罗兰兹对澳大利亚大学的实证研究显示，

早期大学拥有最多的知识资本、研究地位，知识资本

也获得了高度重视，可是为了经济意义上的生存，它

也需要学术资本或管理智慧，知识资本与学术资本之

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在教学型大学中知识资本

较少存在，获得的重视程度也相对较低。例如在澳大

利亚中期大学中大学教师评议会的作用没有争议；而

在新大学中大学教师评议会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决策权

力，他们的职权与责任就是向大学委员会或校长提出

建议。从美国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大学教师仍然对

核心学术领域拥有正式的治理权力。而就加拿大大学

教师评议会而言，评议会成员对于学术决定的定义和

理解模糊不清，他们相信大学教师评议会应该在决定

大学未来方向、制定研究政策、决定战略研究方向、

筹款和发展优先权方面起到决定作用，可实际情况并

非如此。这都说明，虽然大学教师评议会在影响和监

控学校学术发展方向上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其在提供

交流沟通平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传统的基于合

作共识做出决策不同，现代大学很难克服部门忠诚而

为大学整体采取一致行动，决策过程中总是伴有不同

成员类别和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冲突，相互之间的理

解和尊重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学教师评议会也不能停

滞不前，而应采纳新技术新策略积极面对挑战。

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的治理保持着以下特点：

一是重要学术决策由同行控制；二是主要行政管理人

员聘任采取教师标准；三是治理过程自下而上、基于

部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社区学院行政控制比较普遍

和明显。不仅不同层次的大学中学术工作与生活的内

容不同，而且学术治理的性质与范围也有显著差异。

从1992年到2007年的15年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大学的专业学者在选择行政管理人员、决定预算

优先事项和确立新专业方向等方面的权力较弱，并且

他们不把在这些事务中教师参与的减少视为问题。20

世纪80年代后在公共部门改革中兴起的新管理主义对

西方大学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商业组织的管理

意识形态的冲击，大学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实质性的变化。虽然市场机制的纳入方式因各自国家

的不同历史背景而有所差异，但西方各国纷纷透过新

管理主义来追求效率，它们都将绩效考核结果与政府

资助相衔接，在大学内部强化行政管理人员的执行权

威。 

传统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学术治理一般包

括学生的录取、学术人员的任命和提升、学习课程

的审定与检查和学术标准的确立与监督等。例如，牛

津和剑桥在录取学生时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学术治

理包括国内外学生的选择和招募、学术过程的管理、

研究的实施、研究资助与项目的获得、学术人员的任

命，这些既是学术共同体的操控领域，也是学术治理

决策结构的形式和效果，其为这些行为的实施提供了

结构框架，同时还决定了其结果的有效性。现在，有

些大学的大学教师评议会决定学生的选择，但是录取

过程却由行政管理部门所把持，学术人员的晋升也由

过去大学教师评议会决定变为由学术人员与高级管理

人员混合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但是，大学教师评议

会在与行政管理人员博弈过程中保持了社团的传统。

社团是历史上对大学最早的描述，社团观念对学院的

文化与功能发挥了巨大影响，虽然现在有些仅具有象

征性，但是其意义深远。共同体观念的核心观点是一

群共同工作的学者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自我

管理。这种观念含有决策的合议制、学术的自治和基

于专业技术和资格的有限的等级制度下的民主与团结

以及共同的传统与理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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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是对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升华与总结，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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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

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

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

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1] 毕业生文明离校

教育是高等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是贯彻“全过

程育人”的重要环节。当前，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夕的

不文明行为频发，不但影响毕业生本人的前途和学校

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处理不当还会引发恶性事件

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失。因此，深入研究毕业生离校前

失范行为产生的原因，探讨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和纠

正，具有重要意义。

一、毕业生离校前不文明行为的特点

毕业生离校前夕的不文明行为是在特定的时期、

和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有鲜明的特点。

（一）爆发时间集中

毕业生离校不文明行为一般发生在毕业前一到两

个月，甚至是离校前5-10天内。其呈现出集中爆发的

特征，时间短、频率高、引发的社会关注度高，对学

校、学生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度深。

（二）后果影响严重

毕业生离校不文明的行为一旦违反法律法规和校

规校纪，其所受处分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撤销，导

致处分带入档案中，留下不光彩的一笔。一些处分甚

至会影响其毕业证、学位证的授予，以及日后的职业

发展和人生之路。更有甚者，触犯国家法律导致整个

人生瞬间崩塌，给自己、家庭乃至学校与社会产生一

系列的不良影响。 

（三）易导致不良连锁反应

毕业生离校的不文明行为通过高低年级同学之

间的传递和感染，易产生连锁反应，如不及时加以遏

制与纠正，会使学生认为毕业就是对学校和社会发泄

不满的时机，从而影响学生个人的价值观和学校的校

风。

二、毕业生离校前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层面：毕业生就业压力大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2021年毕业

生总规模更是达到了909万人，同时2020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行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

击，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毕业生就业压力也越来越

大。随着就业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些毕业生由于

对新的人事关系认识不够，对行业不了解，在选择面

前犹豫不决，错失了就业机会；有些学生面对激烈的

就业竞争压力，对自己信心不足，以致毕业前没能找

到工作；有些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过不公平的对

待。这些矛盾与问题相互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部分毕业生的不满情绪。 

（二）学校层面：教育、管理、服务欠完善

高校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育管理、离校手续

办理等工作环节存在的问题与漏洞也易引发毕业生离

校的不文明言行。大部分高校大四下学期只有实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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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撰写任务，那些自我管理能力较差的毕

业生容易出现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另外，毕业就

业手续的办理需要多个部门统筹协调，受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有些程序和规章需要毕业生克服空间、

时 间 上 的 限 制 ， 在 多 个 校 区 乃 至 地 区 之 间 来 回 奔

波；有的毕业就业手续步骤繁琐、内容复杂。这些

问题容易诱发毕业生不文明言行的发生。

（三）个人层面：心理问题无处排解

毕业季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学生从紧张

的学习状态中松弛下来，容易迷失自己，放松对自

己 的 要 求 ； 另 一 方 面 ， 心 理 上 却 又 承 受 着 各 种 压

力。有的学生会因升学落榜而失落，有的学生会遇

到感情挫折，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临近毕业还

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有的则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

困境，加之毕业分离的悲伤情绪和对前途的迷茫失

落，导致部分毕业生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若不

及时加以引导和处理，容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

三、开展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以文明离校助推优良学风建设

教育引导毕业生文明离校，是高校贯彻“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一环，可以强化

毕业生品德修为，提升毕业生道德修养，塑造毕业生

完美人格，升华毕业生人生境界。引导低年级学生，

自觉自我加压，修身律己。这对优良学风的建设，正

常的教学、生活秩序的维护，以及校园的和谐与稳

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二）以文明离校助力和谐社会构建

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是引领社会进步、推动

历史文明发展的强大推手。加强毕业生文明离校教

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会增

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担当，增强其服务

社会、报效祖国的自觉性，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贡献力量。

（三）以文明离校助行学生个人“角色”转变

既然选择了远方，当风雨兼程。离开校园、走

向社会，大学生要实现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角

色转变。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是教育毕业生完成自

我“角色”转变的重要指引，能够让毕业生人格更加

完善、成熟，更好、更快地融入未来生活，自信、从

容地应对即将到来的人生竞争，以更好的状态走向

工作岗位，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

四、推进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的有效途径

科学规范的教育管理制度、健全高效的工作服

务体系、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氛围、专业合理的职业

生涯指导、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关怀、对特殊困难学生

群体的重点帮扶，能够有效地引导毕业生树立文明

理念、约束自我言行，自律自强，有条不紊地顺利离

校。

（一）“精心”完善教育管理制度

高校开展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要从大学生实

际需要出发，精心组织座谈会、走访调研、新媒体平

台交流、问卷调查等，深入毕业生群体之中，悉心

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学习生活上面临的困难、就

业毕业手续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有针对性地

精心完善教育管理制度，力争人性化、规范化、简易

化。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者要以制度为依托，将服务

理念贯彻到每一项规章制度的执行之中，对毕业生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精心管理、规范教育，赢得毕

业生的真心信任与热情拥护，取得文明教育管理的

预期效果。

（二）“齐心”构建顺畅服务体系

毕业生就业、毕业工作的开展，需要学校多部

门齐心协作、构建顺畅的服务体系。学校应成立毕

业生文明离校教育工作小组，统筹教学、管理、信

息、图书、财务、保卫、后勤等多个部门，协调安

排各项毕业工作事宜，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优化离校手续办理，简明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及时解疑答惑，高效化解矛盾，减少因学校服

务工作不到位而导致毕业生不文明行为的出现。同

时，有针对性地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在面对

意外事件时，能够做到有据可依、冷静处理、措施得

当，形成联动机制，有效控制事态发展，高效解决问

题。

（三）“悉心”营造文明校园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质是以文化人，它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载体”[2]。悉心营造文明校园

氛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能够有效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减少毕业生

不文明言行的发生。一方面，加强校园文化的舆论

导 向 ， 引 导 毕 业 生 文 明 离 校 。 高 校 应 有 效 利 用 校

报、校园广播、宣传栏以及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易

班、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文明离校倡议书”、

老师寄语、毕业原创歌曲展播、“老师我想对您说”

毕业生留言等多种形式，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

校园文化氛围，让文明理念深入到每一位毕业生的

内心。另一方面，开展多样、健康、格调高雅的校园

文化活动。在校园舆论宣传氛围下，高校可以结合不

同专业的特点，适时开展“毕业欢送晚会”、“毕业

座谈会”、“文明别母校，扬帆新征程——毕业生茶话

牟 宇：高校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新途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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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校长下午茶”、“毕业生篮球、足球、排球友谊

赛”等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活动，增进师生交

流，引导毕业生在活动中抒发情感，展示才华，珍惜

时光、感恩母校。

（四）“爱心”组织亲情感恩教育

“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灵魂。孟子说过：

“爱人者，人恒爱之”[3] 。开展毕业生文明教育，要将

“爱心”融入始终，充分借力不同的活动平台与教育

载体，真诚帮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深切体会老师的真

心关注与关怀，体会学校哺育学子成长的爱心，从内

心真切感受到离别母校的依依不舍之情，饮水思源、

学会感恩、学会合作，自觉学习一些法律法规知识，

知法、守法、懂法、用法；自觉参加有意义的实践活

动，给自己留下大学生活美好的回忆，为同学送去真

心的温暖，为师长留下美好的印象，给学弟学妹树立

良好的榜样，凝聚正能量，为文明、和谐、平安校园

建设做贡献。

（五）“真心”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特殊困难学生群体是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开展

需要着重关注的对象。毕业前夕，面临经济困难、

就业困难、心理困难、身体困难、毕业困难等诸多

困难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极为脆弱，在极端的情

况下，其言行举止易脱离自身理性控制，引发不文明

行为。从特殊困难学生群体角度来讲，他们与人交

流沟通较少，但又迫切渴望得到关心与关怀。要主

动对特殊困难群体开展针对性的谈心、沟通，真心

给予热情的帮扶，鼓励他们树立自信心，敢于、乐

于接受挑战，找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保持平稳的

心态与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协调各方积极创造条

件，为这些同学解决实际困难，及时化解潜在的矛盾

与风险，通过真心帮助感化学生，真心付出感染学

生，用真心唤起学生心中的道德良知，助力毕业生

文明离校工作顺利开展。

（六）“专心”开展职业生涯指导

毕业大学生对于即将到来的生活与工作，既迷茫

又渴望。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开

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帮助大学生客观分析社会的就

业形势，熟悉掌握各项就业政策和文件精神，精准了

解专业发展前景，理性处理就业与升学深造、职业与

事业的关系，确立符合自身特点与要求、有利于个人

发展的就业期望值。以不同形式和主题的报告会、访

谈为载体，将“成功校友谈成功”系列活动融入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体系，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毕业生

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

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鼓励广大毕业生端正

心态，正视现实，克服浮躁，避免盲从，坦然面对挫

折，懂得笑对人生，增强对未来个人发展的信心，争

取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与竞争中，夺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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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课程思政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教育方针，也是一种

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课程观” [1] 。课程思政让“知识

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成为统一发展的

整体，从而保证学生认知的深化、知识系统的完善、

学习能力的提升得以和学生的价值体系的形成、价值

观的成熟同步进行，并且相互促进。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指出：“大学英语

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作用” [2] 。因此，大学

英语有使命为学生提供兼容并包的教育场景，帮助学

生形成开放的心态，自觉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

一使命的完成，需要“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

纲修订、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等方面”[3] 。                                                                                                                                                

      教学设计是一种专业教学决策，缘起于教育理论

指导下的学习要素分析，落脚于实践中教学问题的合

理解决，是连接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桥梁。[4] 做好

外语课程思政的实践抓手就是教学设计。[5] 因此，需

要广大教师依托教材，细化教学设计，合理把握思政

内容的“度”和课堂教学时间的比例[6]，力求将课程转

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

载体，将课程思政的理念落地。

二、文献梳理

目前，关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研

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理论指导

张敬源、王娜 提出“两个中心”和“三关系”理

论，即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要以“学生”为中

心，也要以“学习”为中心；教学任务设计须创建教

与学的“三关系”，即“教对学的引领、教与学的互

动、教对学的促成”[7]。马阿婷以“渗透理论”和“隐

性教育理论”作为支撑点，研究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最优化的理念。[8] 叶俊、盘华提出了价值观层

面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导向，认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体

系中融入“四个自信”，是提升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

能、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双重育人责任的有效途

径。[9] 黄雪松提出基于SPOC教学模式，构建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水

平。[10]      

（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原则

张敬源、王娜先是提出“融合性”原则，即外语

“课程思政”是将其有机融入外语课程之中，与外

语课程各环节各方面自然融合、内在联通、一体发

展。[11] 随后，又补充完善了“基于价值塑造的外语课

程思政教学任务设计原则”，即目标性原则、一体化

原则、达成度原则。[7] 胡杰辉提出了教学目标的精准

性，内容组织的体系性，流程设计的渐进性和评价反

馈的整合性的设计原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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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思路

马阿婷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的思路: 一是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二是由课文

内容引导至价值的认同；三是把握文章主题，掌控课

程思政方向。[8] 管赛、孙先洪基于产出导向法理论，

从教学内容、产出任务与目标、驱动性输出任务、输

出促成活动这四个环节进行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

设计。[12]

然而在实际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

中，仍然存在逻辑性、系统性、体系性不足的问题。

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是一种意义学习教学设计理论，

强调确定教学目标、组织实施课堂教学策略和进行课

堂教学评价三者的结合[13]，并突出强调要为促进学习

者的意义学习而设计教学。这一教学理论对弥补以上

不足具有重要意义。

三、系统论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坚持教学的系统观，实现教学过程中所有的成分有

效互动[14]，才能产生理想的教学结果。因此在教学设计

中，应充分重视教学系统中所有成分，以及这些成分

之间的有效互动。本文以ADDIE模型为参照，设计系统

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智慧版）课程思政教

学，并分析教学要素之间有效互动的教学效果。

图1   教学设计的ADDIE模型 [14]

（一）系统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上，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大学英

语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完成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育人目标。《新视野大学英语读

写教程1》（智慧版）是大一新生第一学期使用的主

干教材。这个学段的大学生对大学生活好奇、憧憬，

同时也会迷茫和焦虑，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尽快适应

大学生活，应对新的挑战。同时，也应当教育学生学

会感恩亲情，注重学业，珍视友谊，讲究诚信等。

从中观层面是指大学英语课程的专业性要发展和

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帮助其学习和掌握对象国的社

会、历史、文化等知识。根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

表》，大一新生基本对应其中的五级水平，即：能理

解不同场合中一般性话题的语言材料，把握主旨，抓

住重点，明晰事实、观点与细节，领悟他人的意图和

态度。能在较为熟悉的场合就学习、工作等话题进行

交流、讨论、协商，表明观点和态度，就一般性话题

进行较有效的描述、说明或阐述，表达准确、连贯、

得体。笔者所在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第

一学期学生要达成的语言目标和交际目标为：了解英

语语言文化的特征；了解英语学习方法，学会自主学

习；了解基本阅读技巧，就课文提出和回答问题，根

据教材内容复述课文；了解基本的写作技巧，就所学

内容写出100个左右英文字的相关作文；了解基本的翻

译技巧； 借助构词法以扩大词汇量，学会使用教材中

出现的常用词汇及与之相关的固定搭配。因此，教师

要根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第五级要求，结

合校情和学情，帮助学生达成交际目标和语言目标。

从微观层面上，基本的教学单元是将宏观和中观

目标进行落地的载体。教师根据单元主题，聚焦文本

材料，提炼思政点，帮助大一新生在语言学习、能力提

升和性格养成等方面完成过渡和适应，从而达成系统的

教学目标创设。

（二） 设计系统的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的达成需要具象化或者学生表现性的成

果以及单元目标来支撑。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设

计，要在兼顾交际目标和语言目标的基础上，突出育

人目标。因此，从宏观上来讲，教学内容的系统性要

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紧紧围绕坚定学生

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

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优化课程思政内容，系统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国梦”教育、法

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微观实践上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

的转向，即将单元内的所有相关材料进行“主题式整

合”，突出主题内容和教学的价值取向，使学生在了解

语言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西方文化、历史等，并通过中

西文化对比，形成跨文化视野，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

知和认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文化自信。现

仍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智慧版）为例，

根据大一新生的认知水平、心理特点以及环境适应等

现状，基于第一学期的教学周数，选取了其中的5个单

元，即第1、2、3、6和第8单元进行教学。

当然，在教学目标设定过程中，教师必须明确，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习得

语言和文化知识，而是让学生能够在未来新的情境

下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职场及其他问题。在育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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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不仅止步于让学生通过语言载体接受其中内含

的价值观，而要体现教师价值引领的作用，使学生内

化为自身的价值准则，并在行动中真正遵守。由此，

通过系统的教学内容编排，学生在提升语言能力、学

习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过程中，其情感和

价值观等方面也得以引领。

（三）开发系统的教学材料

在系统设计单元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教师还需要

明确单元中思政元素的切入点，充分把握思政育人目标

和语言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做到育人目标有机融合到

教学内容中，这就需要系统适切的教学材料来实现。

首先，充分利用语言内容层面的育人元素。依据

本单元的教学目标，从语言、内容和框架三个方面

进行有效促成，从而为单元思政教学材料进行总体架

构，对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维

度，进行立体开发。[15] 文秋芳教授指出，教学材料的

使用，从操作层面上可以简单总结为选、调、改、增，

以“学生能用英语做何事”的形式呈现。[16]通过对最佳

融合点或切入点的有效设计，让语言知识生动丰富起

来，展现出思想教育主题。如本册第一单元课文A中

校长在开学典礼致辞中对大学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期望，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周恩来总理的“为中

华崛起而读书”的宏愿，优秀校友孟繁华的奋斗经历

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深度拓展语篇内容层面的育人元素。通

过通识化的跨学科知识与信息，如相关学科领域的著

名人物、历史事件、重要理论、研究进展、专业精神

等，对主要素材中的重要育人元素进行跨学科拓展和

延伸，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跨学科意识、跨学科

能力，从而提升英语课程思政的生动性、趣味性、科

学性。[15]

最后，将中华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显性化输入和深

表1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
（智慧版）教学主题及思政点

单元标题 教学主题 主要内容 思政目标

Unit 1
Fresh start

  新生
活，

新起点

课文 A
奔向光明的未来

（校长开学典礼致辞） 学生能够尽快适
应大学新环境，
肩负新使命。课文 B

我们的期望（父亲给作为
大一新生孩子的一封信）

Unit 2
Loving 

parents, 
loving 

children

父母
亲情

课文 A
儿时百宝箱，老大归家梦

离家、独立后，
学生能够更加体
会到亲情，更懂
得父母。

课文 B
那一刻，时光驻足

Unit 3
Digital 
campus

理性使用
网络

课文 A
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活 学生能够理性应

对网络环境，不
做网瘾少年。课文 B

过犹不及—真正的成瘾

Unit 4
Heroes of 
our time

何为
“英雄”

课文 A
我们身边的英雄

学 生 能 够 懂 得
“英雄”之所谓
平凡之处，并努
力 做 自 己 的 英
雄。

课文 B
一个英雄的愿望

Unit 5
Winning 

is not 
everything

体育精神
的本质

课文 A
克里夫·杨，令人

意想不到的英雄

学生能够理解体
育精神的精髓：
坚 韧 ，乐 观 ，自
律以及规则意识
等。

课文 B
用运动塑造年轻人的生活

Unit 6
Earn as you 

learn?

大学里，
兼职要不

要？

课文 A
打工还是不打工

—这是个问题

学生能够学会平
衡兼职和学业的
关系：兼职中历
练自我；对学业
保持敬畏。

课文 B
勤工俭学？

Unit 7
Hoping for 
the better

希望一切
向好

课文 A
当诚信消失时

学生能在大学学
习、生活等方面
做到诚信为本，
并能勇敢和理性
地纠正身边不讲
究诚信的行为。

课文 B
粗鲁现象虽增，

希望之光初显

Unit 8 
Friendship 

across 
gender and 

border

友谊
无界限

课文 A
友情中的性别差异：

矛盾还是不矛盾？
学生能够学会正
确交友，并能辩
证对待不同文化
语境中的友谊。

课文 B
各有异同：

不同文化中的友谊

表2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
（智慧版）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分析（大一第一学期）

单元主题
核心
价值

思政点 思政融入 融入方法

Unit 1 
Fresh start 责任

大学生的使

命与担当：

修身、齐家、

治 国 、平 天

下。

教 师 通 过 典 型 个
案 ，如 优 秀 校 友
等事迹，鼓励学生
珍惜当下，放眼未
来，不断修行。

例证法

Unit 2
 Loving 
parents, 
loving 

children

爱家
家，是你走的
再 远 也 会 回
来的地方。

学 生 通 过 制 作 视
频，歌曲演唱，欣
赏图片等，感悟亲
情，理解父母。

情境
体验法

Unit 3 
Digital 
campus

自律

互 联 网 带 给
大 学 生 活 的
便 利 以 及 理
性应对。

学生通过对“网络
对大学生的影响”
进行辩论，明辨思
维 ，形 成 理 性 认
知。

小组辩
论法

Unit 6 
Earn as you 

learn?
敬业

大 学 生 兼 职
的 消 极 影
响。

学生通过阐述对大
学生兼职的认识，
既能辩证看待，又
能正确践行。

个人
演讲法

Unit 8
Friendship 

across 
gender and 

border

友善

性 别 和 文 化
环 境 差 异 下
的 友 谊 之
异。

学生通过外教现场
分享和视频赏析，
了解友谊的不同内
涵与外延，并理性
遵循。

文化
融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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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读。讲好中国故事，培养文化自信，是大学英语作

为通识课程和语言课程的重要功能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课后翻译部分是一个独

特且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版块。就第一册教程来

看，8个单元的翻译话题和教学单元的主题高度相关，

它们分别是：孔子、中秋节、中国航天、郑和、太极

拳、中国教育“和”思想以及和平外交。这个版块的教

学，除了进行英汉语言现象的对比分析、翻译技巧和策

略的教学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通过文本内容了解

相关话题。在对文本的深度挖掘和拓展中，学生锻炼了

讲中国故事的语言能力，并自然习得了中国文化背景。

（四）实施系统的教学流程

教学流程的系统性体现在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

的教学任务，并搭建学习支架，把教学任务转化为学

生的学习活动。本小节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1》第二单元课文A  A child’s clutter awaits an adult’s 

return为载体，呈现清晰和系统的教学流程。

1. 课文内容简介。故事以母亲为18岁长大离家的

女儿收拾房间为开端， 重点描绘了母亲内心的不满、

抱怨、恼火、失望等消极情绪，同时也夹杂着对女儿

优异的学业成绩、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的自豪和满足。

待母亲发现了女儿收藏的象征亲情的物件，才意识到

亲情在女儿心中的分量。

2. 实施教学流程。

教师从内容衔接，到话题导入，再到文本解读，

合作教师辅以话题的深度探讨，层层推进，引导学生

的语言、能力和思维不断习得和提升，同时情感得到

升华，价值观教育效果得以体现。

（五）进行系统的教学评价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任务，即“改进结果评

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这四个评价为科学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确立

了总基调。《纲要》也指出：“人才培养效果是课程思

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因此，科学的评价应该立足

于大学英语课程特色，凸显对学生发展过程的考察，

并将考察结果运用到教师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等方面。

因此，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有效

评价是检验课程思政实效性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1.评价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即将评价内容对

接教学目标，达到思政目标和语言目标无缝对接，实

现以评促学。对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评

价，主要是教师要突破语言知识的单一评价维度，增

加对语言知识所蕴含的文化性、思想性、价值观等评

价维度，达到“语言”与“思想”并行评价。同时，同

行以及专家通过观摩大学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课程思政教学实录，了解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设

计思路，教师在教学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行为，

课程实施情况以及取得的效果等。最后，还要评价教

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情况，以及课程思政研究效果，

以保障大学英语教师长足的专业发展能力。自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两年多以来，笔者所在的外国语学院通过

组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课程思政教研室等

机构，深入开展全员课程思政教研，常态化组织专题

教学研讨，主题式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比赛，持续性举

办“课程思政教学展示周”，项目化进行课程思政数字

资源包建设、教材编写、慕课制作、课题申报、教学

案例汇编等活动，提高了教师的课程思政研究能力，

产生了良好的教学和研究效果。

2.评价学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学习效果就课

程思政评价的本身而言，需要将学生的认知、情感、

价值观等内容纳入其中，采用结果评价、过程评价、

动态评价等方式，充分及时反映学生成长成才情况，

反映课程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结合程度，体现评

价的人文性和多元性。审视大学英语是否真正体现了

课程育人的功能，首先要评价学生通过交互式、研讨

式、探究式等学习活动是否强化了学生课堂参与的

深度和广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学习动机，

以及是否习得了扎实的语言文化知识，提升了语言实图2  系统的教学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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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等；其次要评价学生在学业测试、课堂讨论、

作业报告、第二课堂等教学活动中是否体现了积极乐

观、勤奋好学、诚实守信、家国情怀等行为指标方

面的发展情况；最后还要将每个学生的努力程度、进

步速度与学习成绩作为评价依据[17]，通过课堂观察、

问卷调查、成长档案袋等方法，加大过程性评价的力

度，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大学

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要通过深入的课程教学改革，从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材料、教学流程和教学评价

五个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和实施，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全过程，聚焦学生语言、文化、情

感、价值观的变化和成长，最终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提升”和“价值引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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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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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e  School，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o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College English in the new era and sorting 

out the gaps in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prior research, this paper follows CDDIE Model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teaching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knowledge transmitting”, “ability enhancing”and“value guiding”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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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一直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难点和重点。目

前，教师的教学重心仍以词汇、阅读教学为主，对写

作教学普遍关注不足，缺少对学生连句成篇、谋篇布

局、文章构架的训练，对学生的写作练习缺少精批精

改。应将产出导向法引入写作教学，以促进大学英语

的有效教学，提升学生的英语产出能力，满足高校及

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一、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的简称是POA（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提出，旨在

解决外语教学“学用分离”的状况。POA以“学用一体”

为核心教学理念， 强调“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

习”为核心的教学假设和“驱动-促成-评价”教学模

式，以输出驱动实现输入促成，提高语言学习实效。

POA理论体系中的驱动场景包括四个要素：话题

（产出的内容是什么）、目的（为什么产出）、身份（谁

产出、为谁产出）和场合（在何处产出）。[1] 促成环节的

三个有效性标准：“精准性”、“渐进性”、“多样性” [2] ，

以及评价的三原则：典型性原则：评价焦点的典型性

是指问题覆盖面广，同时又是影响有效性的主要问

题。循序渐进原则：评价焦点的安排需由易到难，由

简到繁，逐步深化。可教性原则：评价的问题须在可

控、可教范围之内，即不能过大或者过小。[3]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对接产出目标，创设“真实”情境，设计

“潜在交际价值”的产出任务，精选“两性一度”的输

入材料，按照“精准性”、“渐进性”、“多样性”的标

准设计促成任务，借助U校园教学平台，建构基于产出

导向法的“驱动-促成-评价”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

（一）研究问题

1. 以对比观点式写作为例，探索基于POA的混合

式写作教学模式。2. 分析基于POA的混合式写作教学

的效果。 

（二）研究对象

非英语专业大一经济管理学院的46名学生。

（三）教学内容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二册Unit 3 Text A Journey 

through the Odyssey Years 一文，从划分人生阶段入手，

紧紧围绕“奥德赛岁月”这个概念，通过对比的写作手

法，呈现了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对其的不同态度，教学

将究其因，并提出成功度过奥德赛岁月的建议。

（四）教学目标

1. 语言目标：掌握表达奥德赛岁月的相关词汇、短

语。2. 结构目标：理解并运用对比观点式议论文写作结

构。3. 内容目标：理解青春期孩子和父母对奥德赛岁月

的观点及原因并能够形成个人见解，提升成功渡过奥德

赛岁月的措施。4. 思政目标：认识和理解这段特殊又不

可避免的人生阶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五）研究方法

1.  实验法：依托教学内容，以对比观点式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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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进行基于 POA 的混合式促成设计和评价教学。

2.  调查法：根据目的性抽样原则，对基于POA 

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和评价教学效果进行调研，并分析

学生“学习体验、学习效果”等。

三、混合式写作教学设计

教学实践持续3周，每周2课时，共6个学时。从

词到句到篇章各个层面逐步提升学生的产出能力。教

学包括：驱动、促成、评价三个环节。

（一）单元设计

场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即将到来。为了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父母，形成良好父子、母子关系，学校

“国才”英语沙龙准备举办一期主题活动，以奥德赛

月的经历为例，从学生和家长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对

奥德赛岁月的理解和感悟。

单元任务：You are required to write an argumentation 

on the topic“Odyssey Year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with no less than 150 words.

说明：将教学目标细化为三个子任务，细分后的

子任务应该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前后连贯性。因此，教

师将产出总任务（对比观点式议论文写作）分解为：

描述奥德赛岁月的概念和特点；分析孩子和父母对奥

德赛岁月的不同理解和看法，并分析原因；形成自己

对奥德赛岁月的观点，并提出成功度过奥德赛岁月的

措施。

（二）教学安排

教学6个学时分3次课进行，前两次课的课中进行

语言、内容和结构促成，形成观点产出；第3次课聚

焦于师生合作评价。 

四、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46名学生，分为质性和量化两

种数据，具体包括学生三轮写作成绩（三稿）、学生个

案写作追踪、部分学生的访谈和日志。

（一）三轮写作成绩

学生的写作批阅依托U校园进行，评分采用100分

制。通过对比三轮写作成绩的平均分、最高分、最低

分，检验产出导向法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

图1  三轮写作的平均分

图2    三轮写作的最高分、最低分

图1和图2显示，学生写作平均分和最高分、最低

分均有较明显的提高。一轮写作的班级平均分是59.3

分，二轮是66.1分，三轮是71.9分；一轮的最高分是

71.8分、最低分33.4分；二轮是86.8分、最低分37.6

分；三轮是84.4分、最低分49.6分。数据表明，三轮

平均分、最高分和最低分都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平

均分和最低分提高明显。由此可见，基于产出导向法

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效果较好。

（二）学生个案写作追踪

为细致地了解学生两轮写作产出的质量，教师在

一轮写作成绩的三个档（60-70分、70-80分、80分以

上）选择4位学生进行三轮作文语料追踪统计。

表1  学生两轮写作成绩

对接促成环节的语言、内容、结构输入，教师制

定了写作评价表，包括高级词汇的使用数量、有效论

点的使用数量、过渡词的使用数量等。

从 追 踪 的 4 位 学 生 三 轮 写 作 语 料 显 示（表 1 和

表 2），每位学生基本在每一轮次都有所进步，特别是

第一轮到第二轮的成绩提升明显，第二轮到第三轮成

绩提高显著性相对小一些。具体到语言、内容、结构

促成的分项数据，学生在高级词汇的使用数量、复杂

句的使用数量、论点的数量、有效论点的使用数量、

学生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C学生 65.7 72.6 77.8

G学生 73.2 86.8 77.8

A学生 64.9 72.3 73.2

L学生 63.1 67.2 68.1

项目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语言
高级词汇的使用数量 7 13 19

复杂句的使用数量 6 8 12

内容
论点的数量 4 7 8

有效论点的使用数量 3 5 8

结构
中心句的使用数量 6 10 13

过渡词的使用数量 9 13 15

表2  学生个案写作追踪数据统计

盖颖颖：大学英语混合式写作的产出导向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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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句的使用数量、过渡词的使用数量这些维度的三

轮成绩均有提高，特别是高级词汇的使用从第一轮的

7个到第二轮13个到第三轮19个，说明学生对输入材

料中的词汇掌握应用以及题目的理解都有深层次的提

高。另外，学生在中心句的使用数量上也进步显著。

（三）学生的访谈和日志

学生的访谈和日志主要围绕学生对第一稿写作的

自评、学习收获、教学的优点和缺点，对下一步教学

的建议四个方面展开进行。

1. 学生对第一稿写作的自评

G学生：开头直接下定义，没有引入，显得突

兀。

W学生：作文总体没有进行规划，作文本身有

可能存在跑题现象，时态、语法的用法不会完全正

确，句式也用的比较混乱，文章的连接词也没有运

用，没有逻辑性。

2. 学习收获

W学生：老师讲到要审题，奥德赛岁月，可以

从两者的不同点入手，从两者的行为，态度以及观

念入手。

A学生：老师的讲解弥补了我的作文结构混

乱、开头难的缺点，我明白了如何布局，如何下

笔，如何自然引出下文。

L学生：老师的讲解弥补了我在这篇文章总体

规划上的不足，改变习惯性思维写作，有意识地让

自己的文章有中心句，更具有逻辑性。

3. 教学的优点和缺点

G学生：老师对审题、构思、篇章结构等写作

知识进行了精心讲解，了解了从“point to point”

和“subject to subject ”构思布局；课堂教学目标明

确，中心突出，紧紧围绕这个作文来展开训练学生

写什么，怎么写，逐步达到了学习目标。

W学生：让我们慢慢改变写作文无规划，乱写

一通的习惯。

A学生：教学内容有所创新，通过分析班级学

生作文来讲解，既贴合学生水准，又调动学生积极

性。

L学生：我受益匪浅，从审题，到构思，再到

篇章结构，都学到了很多技巧。

4.对下一步教学的建议

W学生：多拿出几篇范文来进行讲解，点出

其中的好词好句。

A学生：让学生去分析例文中较为复杂或者比

较关键的句子，然后老师再去讲解，使学生对讲解

内容更加深刻。

综上所述，通过量化和质性数据可以看出，基于

产出导向法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写作成

绩有积极明显的作用；学生也认同基于产出导向法的

混合式教学设计和评价教学对写作的促进效果。

五、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是由课

前、课中及课后三个阶段构成，整个教学设计遵循

“驱动-促成-评价”，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

现了线上网络教学平台U校园、线下课堂教学无缝衔

接的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了课前的主题预热和知识热

身、课中的场景驱动、输入促成和师生评价，以及课

后知识巩固的教学流程，形成了课前、课中、课后全

方位立体化，以及与教师、教材、网络教学平台相融

合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如图3所示）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

中介作用，是 课 堂 教 学 的 设 计 者、组 织 者、引 领 者和

指挥者 。

（一）课前热身，课中驱动

为了让学生对话题有初步了解，设计了依托网

络教学平台U校园的课文预习和互联网的微课学习等

课前预热活动，布置写作第一稿任务，让学生了解自

己的知识“缺口”，同时为教师后续的教学设计提供依

据。在驱动环节，教师创设交际场景，通过场景的目

的、场合、话题和身份，挑战学生“表达对立观点”

的产出能力，随后明确单元目标和任务。

（二）课中促成，合作评价

课中的促成环节主要包括语言、内容和结构促

成。在充分利用教材、U校园和网络教学平台的基础

上，遵循“多样性”、“渐进性”和“精准性”的原则设

计促成练习，提供“够得着”的脚手架，引发学生思

考，形成自己的观点，为写作二稿做好语言、内容和

结构输入储备。第一，在语言促成方面，教师通过课

前短语翻译、课中重点词汇短语句型讲解和课文细节

问题回答、课后连词成句题和词汇匹配题等练习的线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

课前 课中 课后

主
题
预
热

知
识
热
身

场
景
驱
动

输
入
促
成

复
习
巩
固

任
务
产
出

教师中介 教师中介 教师中介 教师中介 教师中介

教材辅助
网络教学
平台支持

教材辅助
网络教学
平台支持

教材辅助
网络教学
平台支持

教材辅助
网络教学
平台支持

教材辅助
网络教学
平台支持

图3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混合式写作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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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学习进行巩固夯实。第二，就内容促成角度而

言，教师主要通过教材的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和课后

复习实现，引导学生分析教学材料中“奥德赛岁月”所

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使学生能够在话题辩论活动中掌

握孩子和父母对奥德赛岁月的看法。在学生小组讨论

的过程中，教师需引导学生将重点放在奥德赛岁月概

念、特点总结，以及孩子和父母对奥德赛岁月的不同

理解及其原因分析等。第三，在结构促成方面，教师

通过课后的微课自学、课中的思维导图和教材写作技

巧的学习与提炼，在篇章结构的安排、过渡词的使用

以及论据的筛选等方面提供充足输入。

在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混合写作教学中，评价需

由师生合作共同完成。在课中的语言、内容、结构促

成学习后，学生尝试完成第二稿。在第3次课前，教

师批阅学生小组初稿，根据语言、内容、结构的评价

标准挑选出“可改、可评的中等质量产品”的典型样

本问题，发现并归纳共性问题并做好教学反馈。课

中，教师阐明语言、内容、结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根据教学重点设计，包括过渡词的使用、有效论点的

使用、高级词汇的使用等），由学生进行典型样本的

“他评”，教师总结反馈写作任务初稿的框架，概括优

点，指出不足，学生自评后完成终稿。

（三）课后巩固，完成产出

课后的U校园线上习题及其他形式的练习起到复

习巩固课中所学知识的作用，为后续的产出积累知识

储备。经过3周6节课以及不间断的线上学习，在前期

输入促成和师生合作评价的基础上，实现语言、内

容、结构的足够促成输入，最终完成教学目标的产出

写作。

结语

实践结果表明，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

混合式写作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写作产出能力和写作

积极性的提高。尽管研究设计还有不足，实验周期较

短，观察到的学生变化和学习效果有限，产出导向法

的“输出驱动”、“输入促成”的优势未持续体现，但

“产出驱动——输入促成”的教学理念符合大学英语

的教学实际，在应用型高校开展基于“产出导向法”的

大学英语混合式写作教学改革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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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Based 
on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Take Contrast View Type Writing as the Example

GAI Yi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Writing teaching is the difficulty and key poi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ake contrast view type writing as the 

example to practice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the mixed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based on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combined with advantage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n explore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baed on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and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as we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ed teaching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based on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learning.  

Key words: productiont-oriented approach;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盖颖颖：大学英语混合式写作的产出导向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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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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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

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具有

内在的逻辑通联，它构成了二者相互融合的理论基础。实现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需要整

合教学内容、转换教学思维和创新教学方法。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原理”课程；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2）01-0106-05

收稿日期：2021-11-07

作者简介：汤敏（1993-），女，内蒙古赤峰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高校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阵地，“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与重要阵地，必须充分发挥团结凝聚师生等重要

作用，自觉承担起继承与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荣任

务。”[1] 在高校开设的思政课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以下简称“原理”）课程处于“基础性”地位，

该课程具有一定理论深度，能够为其他课程奠定理论

基础和提供方法论指导。伟大建党精神属于社会意识

层面，与“原理”课程内容高度相通，有助于引导学生

在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基础上更好地赓续中国共产党精

神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后，

学界围绕增强思政课教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使命自

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方面力求让

伟大建党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展开了研究。

但当前对于伟大建党精神如何融入高校思政课某一课

程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

础上对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原理”课程进行深入

思考和研究。

一、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原理”课程的时代价值

“任何社会意识都不会凭空出现，只能是适应一

定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2]117进入新时

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格外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讲话，在新征

程上，必须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在当今时代的价

值。

（一）引导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抵制软性历史

虚无主义

近 几 年 来 ，在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的 影 响 下 ，软 性 历

史虚无主义以一种新样态渗透到学生的思想和生活

中，其传播手段更为隐蔽和巧妙，传播内容“泛娱乐

化”和“泛庸俗化”，以致学生很难区分，造成思想混

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行!”[3] 在“原理”课堂着重讲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

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

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卓著功勋，这些历史事实造

就了伟大建党精神，但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却试图通过

多种手段否定伟大建党精神，扭曲当代大学生的价值

观。为此，“原理”课堂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和科

学的历史观武装学生头脑，有助于引导学生认清软性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真正掌握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

真实历史脉络，理性看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做的卓

越贡献，从而自觉抵制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种种谬论，

将伟大建党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二）培育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广 大 青 年 要 肩 负 历 史 使

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4]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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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正处于“拔节孕穗期”，是树立正确“三观”的

关键时期，高校“原理”课程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

作用，在“原理”课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引导

学生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深挖其思想精髓，提高思想

站位，从而培育学生坚定“四个自信”，保证学生思

想的纯洁与丰盈。爱国是每一位新时代大学生的本分

和职责，在“原理”课中讲解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

引导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伟大

的祖国，自觉将自身的生存发展与民族的未来、人民

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

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将伟大建党

精神吸收并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财富，在担当中厚植家

国情怀。

（三）砥砺学生塑造斗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赓续红色血脉是内在统一

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3] 教师要主

动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原理”课程，正确阐释伟大建

党精神中蕴含的新时代斗争精神，将伟大建党精神融

入“原理”课堂，有助于用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斗争

精神鼓舞学生斗志，塑造斗争精神，让学生理解尽管

时代条件在变，但是斗争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激励学生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释放青春的奋斗

力量，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自觉赓续

红色血脉，增强使命感。

二、伟大建党精神与“原理”课程的融合点

伟大建党精神集中诠释了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和价

值目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价值，是高

校“原理”课程的宝贵教学资源。基于伟大建党精神

的深刻内涵，厘清伟大建党精神与“原理”课程的相

通之处，进而阐释伟大建党精神与“原理”课程的融

合点。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与“原理”课程的

融合点

“坚持真理”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

信仰。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在百年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社

会意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一内涵与“原理”课

程中“真理与价值”部分在思想认知方面具有高度契

合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

律的正确反映”[5]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

理，二者都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

真理。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尊重真理

并按照真理办事，不畏艰险求索真知，才能在实践中

获得成功。“原理”课以马克思为追求真理不屈不挠奋

斗终生的精神为例进行讲授，能够进一步彰显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旗帜。“理想”是

指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原

理”教材第七章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

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社会。”[6]这句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

坚守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时空的

永恒价值，尽管当今世界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

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坚持真理和追求理想的过程永远

不会完结。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与“原理”课程的

融合点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民族谋复兴、为

人民谋幸福，践行初心的过程也是担当使命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有的人间奇迹都是由人民创造

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性”放在首位，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内涵在“原

理”教材中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全人类立

场是一致的，二者在政治目标上一脉相承，正如马

克思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7]。关于中国共

产党如何实现初心和使命，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需要在实践中落实。“践行”二字体现出“原理”

课程中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鲜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

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

动。”[2]62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相比，其根本特点就

在于实践性。同时，“人民性”思想也为伟大建党精神

向“实践性”转化提供理论基础。从这一角度看，“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与“原理”课

程“实践与认识”部分价值目标具有一致性。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与“原理”课程的

融合点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

意志品质和政治品格，百年来，牺牲和斗争精神已经

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斗争”是指为了实

现伟大目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却具有无比坚强的

革命意志，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

器，这里的“斗争”，与“原理”课中对立统一规律相

互贯通。正如马克思指出：“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

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

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8] 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很多矛盾，无数共产党人为了革命

事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

难，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理”教材明确指

出，矛盾双方的斗争促进双方力量的转化，为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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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创造条件。习近平也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

须进行伟大斗争。”[9] 可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表明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各种斗争，与“原理”课程中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的社会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基

本原理相互贯通。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与“原理”课程的

融合点

习近平多次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

党的根本宗旨。”[10]“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

产党政治品质，伟大建党精神这一内涵深刻回答了中

国共产党到底是“靠什么”强大起来的。对党忠诚，

就是对人民忠诚，不负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正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

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立场是无产阶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将

无我，不负人民”[12] 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负人

民”的人民至上价值宗旨。为此，“原理”课程要着重

讲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揽“四个伟大”，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需要永远

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情怀，在理论和实践中始终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

建党精神这一内涵与“原理”课中的“群众史观”本质

契合，二者共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原理”课程的有效路径

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

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13] 依据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与“原理”课程的融合点，需要从整合教学

内容上实现“原理”课程目标性与内容性相统一，从

转换教学思维上实现“原理”课程显性教育与隐性教

育相补充，从创新教学方法上实现“原理”课程理论

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等方面进行路径探究。

（一）整合教学内容：实现“原理”课程目标性与

内容性相统一

伟大建党精神与“原理”课程内容具有内在一致

性，教师应增强教学自觉性和主动性，根据课程目标

和教学内容合理设计融入环节，找准切入点，将伟大

建党精神全方位系统融入“原理”课程教学之中，以

实现课程目标性和内容性相统一。

第一，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融入马克思主

义真理观。教师在讲授“真理观”时可以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例，将二者紧密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如

涉及真理的概念：“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

学范畴。”[2]79教师应提示学生这里讲的真理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

内涵之一，同时采取恰当的方式讲解党在百年历程中

涌现出追求真理的英雄人物，比如李大钊、陈独秀、

周恩来、陈延年、毛岸英等革命英雄事迹，以此激励

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

第二，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融入马克思

主义人民观。“原理”课中教师向学生讲授群众史观

时，应融入“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这一重要内涵，

加深学生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解。在讲授

关于“人民群众”的定义时，可引用马克思的名言：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4] ，以此

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不负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理论依据，讲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

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说因为它离不

开人民，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

第三，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马克思主

义矛盾观。伟大建党精神这一内涵与“原理”课程中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

学范畴”[2]35，相互融合、相互贯穿。教师要以“英勇

斗争”为切入点，重点讲明白“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

展中的作用，以中国共产党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直面

各种困难和挫折，不怕牺牲，迎难而上为例，指出斗

争并不只是革命年代才有，如今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坚

持斗争，善于斗争，正是凭借坚强意志克服了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矛盾，才能够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以此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课程矛盾斗争性教学目标之中。

第四，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融入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原理”课程第二章教学目标是掌握实践与

认识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使

命担当”是一种实践行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也只有

最终落实到实践才有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判定

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

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15]在这

一点上呼应“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内涵，马克思主义

真理是否正确，依然要经过实践检验。伟大建党精神

的形成根源于伟大建党实践，“原理”课中教师引导学

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要学习相关理论，还要具体

落实到实践中去，在实际生活中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二）转换教学思维：实现“原理”课程显性教

育与隐性教育相补充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多要素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的过程，方法和艺术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16] 毫无疑问，坚持显性教育是思政课教育教学

的基本形态，但是，随着时代条件和思政课教学的环

境变化，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和接受知识、信息的途

径方式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显性教育形式表现出一

定的局限性。因此，“原理”课教师需要适当采用隐性



第  1 期 109

教学思维，在“原理”课教学中运用好伟大建党精神

的教学资源作用。

一方面，运用“原理”课程中实践教学部分探索

“体验式”隐性教育。体验式教学来自于美国教育学

家班杜拉的学习理论，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要理直

气壮讲好思政课”，这一理直气壮，既包括如雷贯耳

的显性教育，也包括润物细无声的体验式隐性教育；

“原理”课要在隐性教育中挖掘伟大建党精神教育

资源，使其成为一门“有意思有温度”的课。可将伟

大建党精神融入学校的物质环境（如学校建筑、标志

物）、文化环境（如校园文化、各种文化活动）和人际

环境（如学风、班风、校风、校纪等）之中。这种教学

效果可能一时不显著，却可以在学生心中留下深深的

印记，对学生的知识、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和价

值观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引发学生对伟大建

党精神的关注和思考，达到隐性教育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教学手段隐性呈现伟大

建党精神。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

和吸引力。”[17] 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的重要方式，网络大数据使得大量信息得以共享共

用、即取即用，包括央视的很多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

都多方位立体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这些素材能够同

时提供文字、图片、视频等丰富内容，且文字风格清新

活泼，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拓展教学资源，提供大量信

息，成为“原理”课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资源支撑。

因此，教师在“原理”课堂上不仅要用生动的语言进

行理论讲授，还应当善于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改进教学

方式，选取与“原理”课程教学相契合的小视频、课堂

辩论、情景剧再现等隐性教学方法，再运用微博，微

信、智慧树，翻转课堂等方式与学生建立联系，定时

发布与伟大建党精神相关问题引发学生围观、讨论和

交流，培养学生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以此在隐性教

育中加深学生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解和领悟。

（三）创新教学方法：实现“原理”课程理论性与

实践性相结合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一

项基本原则。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

践品格，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

变世界’。”[18]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原理”课程需要坚持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二者共同发挥合力作用。

一方面，将学生亲身实践作为“原理”课堂教学

的一部分。学生必须对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

识有切实的感受和体验，才能在实践中获得对事物最

客观的认知。教学实践是“原理”课程实践教学的一

部分，教师可通过布置社会实践作业，鼓励学生利用

节假日寻找和收集家乡的红色资源和听取、阅读伟大

建党精神代表人物的感人故事。通过收集整理资料和

展示，让学生更深层次地感受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

另外，当前“微百科”“微电影”“微记录”等新媒体

形式具有不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影像的视觉和情感冲

击力可以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原理”课最基

本的教学目标是“增其理”，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善于根

据选题精心择取适宜、匹配的微视频形式作为主要载

体，让学生通过这些方式拍摄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某一

“精神密码”进行课堂展示，以学生听得懂，愿意听

的形式传播伟大建党精神，切实感受伟大建党精神中

蕴含的精神品质，真正激活学生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的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将实地参观红色资源融入“原理”课

外实践教学。各地高校可结合地域文化特征，开发当

地革命文化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支持“原理”课程实

践教学，把“原理”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比如签约红色纪念馆、名胜古迹等与伟大建党精神密

切相关的场所作为“原理”课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教师带领学生去实践教学基地进行实地教学，组织学

生选择具体的场地进行情景模拟，通过一条条时间

轴，一件件真实历史事件，让学生“身临其境”。通

过课外实践活动丰富学生人生阅历，让学生自觉置身

于历史洪流中，切实体会伟大建党精神中蕴含的红色

基因和卓越品质，在真实体验中增强对伟大建党精神

的理解和感悟，自觉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从

而达到“原理”课外实践教学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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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民主、公开和充分调研论证的程序正义要求，

参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依法合理设计规范

性文件立项、起草、审议和通过、决定和公布等程

序。第五，建立规范性文件监管制度。确定规范性

文件提交集体会议审议决定前的合法性审核制度，

并明确规定审核的主体、提交审核的材料和审核范

围、审核结果的处理等内容。第六，确立规范性文件

有效期和定期清理制度。对“试行”“暂行”的规范性

文件应规定1至2年的有效期为宜，对其他规范性文件

可规定3至5年的有效期，并规定实施规范性文件定期

清理制度，可规定由学校法律事务机构牵头每三年对

全校规范性文件集中开展清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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